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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00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190期中奖号码
5 11 17 21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 308062元，中奖
总金额为72110元。

中奖注数
0 注

165 注
3519 注
197 注
119 注
16 注

0 元
16368 元
3168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2108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9 注

93 注
445 注

3395 注
8143 注

4297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1 注
6 注

25 注
107 注
208 注

1115 注

02 09 13 15 16 24 26 05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190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925034元。

中奖注数
403 注

0 注
916 注

中奖号码：0 3 6

“排列3”第21190期中奖号码

4 2 8
“排列5”第21190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82期中奖号码

前区01 14 22 29 33 后区03 10

4 2 8 3 3

7月 13日 17时许，河
南省泌阳县城附近一家水
上乐园，关子上正在认真地
看护着在此玩水的孩子。
“一个同学帮找的活儿，分
早晚班，一天工作八个小
时，希望在暑假能够锻炼一
下自己，同时减轻一下家里
的经济负担。”

关子上，18岁，泌阳县
第一高级中学毕业生，爷爷
奶奶年迈多病，妈妈在家照
看二老，爸爸长年在外打
工，一个姐姐正在大学读
研。今年高考，关子上考了
624 分，超过理科一本线
106分。“我第一志愿报考
的是南京河海大学信息工
程与自动化专业，希望通过
自己的学业，为国家做出贡
献。”阳光下，关子上眼神坚
定。

关子上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钊 王耀成 通讯员 赵鑫 文图

关子上家中有6口人，爷爷年近
八旬，患有严重的脑梗和冠心病，常年
服药，行动不便；奶奶75岁，患有椎间
盘突出、骨质疏松、膝关节炎等多种疾
病，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在家照看二
老；姐姐正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研；
只有父亲这一个劳动力，长年在外拼
打，挣钱供养着整个家。

今年暑假，除了没有劳动能力的
爷爷奶奶，关家全家出动，外出打零工
补贴家用。关子上所在的水上乐园分
早晚班，早班对游泳池进行清洗消毒，
晚班负责看管孩子，每天到晚上9点
左右下班，一天下来，能挣60元。“虽

然挣得不多，但是攒着开学之后当生
活费，我挺开心的。”关子上告诉记者，
这个暑假，他的姐姐也在南京找了份
工作勤工俭学，挣取生活费。

“两个老人要吃药，两个孩子要上
学，我出来干点活，多少能分担点家里
的压力。”关子上的母亲李书琴表示，
自己的两个孩子很争气，生活虽然辛
苦，但很有奔头，也很有希望。

对于孩子的好成绩，关子上的爸
爸关华振很欣慰。他深知知识的重要，
一年到头，关华振很少回家，他告诉记
者，自己再苦再累，都会把两个孩子供
出来。

这个暑假，关子上一家都在打工

感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分行
对此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90后”重走长征路活动举办主题报告会

赓续长征精神！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邵可强

本报讯 7月 19日下
午，一场特殊的主题报告会
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厦4
楼举行。说特殊，是因为聆
听人员大部分是来自采编
一线的记者，而讲党课的是
曾经的采访对象——“90
后”徒步重走长征路团队成
员。台上，他们将途中见闻
感悟进行分享；台下，本报
采编人员接受一次长征精
神的洗礼。

今年4月2日，由顶端新闻、大河
报组织的“90后”徒步重走长征路活
动，在江西瑞金启动。三名“90后”弓
张、郭锦民、付爱红以及大河报记者作
为徒步团“主力”，沿着当年红军长征
的路线出发，体验漫漫征途，感悟祖国
的变化等。

历经3个月后，3名“90后”及本
报记者一行，顺利到达陕西吴起县，圆
满走完长征路。6月29日上午，在革命
老区延安市吴起县金佛坪中心小学，
还举行了一场“特殊党费”捐赠活动。
当天将大河报青年记者自愿上交的
党费汇集，共计9000余元，捐赠给该
学校，用于教学活动、学生教育等。

漫漫征途结束，赓续长征精神。7
月19日，“90后”重走长征路活动主
题报告会举行，给该活动画上圆满句
号。在报告会现场，来自中共大河报
社党总支、中共大河传媒有限公司党
支部的全体党员，一起聆听重走长征

路团队在这3个月中所经历的点点滴
滴、所思所悟，从分享人员的话语中领
悟长征精神。

大河报记者吴国强作为该团队的
一员，他参与3个月的全过程采访和
记录。他说，革命先烈为我们创造美好
的生活很不容易，在珍惜当下的同时
还要发扬长征精神，“大河报记者不怕
吃苦，勇赴新闻现场的行为和长征精
神一脉相承”。

弓张代表三名“90后”，通过讲述

行走中的小故事，分享了他们的体会
和感受。

本报热心读者、重走长征路徒步
团的“临时成员”冯火秀、张全兴，也来
到报告会现场，81岁的冯火秀拥有63
年党龄，他不仅把长征沿途的变化和
感悟分享出来，还寄语本报年轻党员
坚守岗位，干好本职工作，把长征精神
用到日常的新闻采访中，宣传好大美
河南。

虽然生活朴素，但关子上一家很
重视孩子的教育。

“苦难能够使人成长。生活在这样
的家庭里面，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
提起自己的家庭与家人，关子上充满
感激与感恩。“我姐姐河南大学毕业，
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读研，她在我前面奔跑，是我学习的
榜样；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困
难辍学打工，但他用挣来的钱把我姑
姑供成了教师，现在又把我和姐姐供

成了大学生，是我一生的榜样；我妈妈
既要照顾爷爷奶奶，又要照顾我的生
活学习，也很辛苦。我一定要好好成
长，不辜负我的家人。”

“关子上是一个阳光、热情、开朗、
活泼……乐于助人、学习成绩还很优
异的阳光大男孩！”电话里，同学胡琼
雅一连串说了一大段夸奖词。在她看
来，关子上虽然家庭条件困难点，但是
丝毫不影响他的优秀。

班主任乔国周提起关子上，也是

连连点赞。他认为，未来，勤奋感恩的
关子上一定有更好的发展。

关子上也有大国情怀。他说，怀揣
爱和感恩前行，心中会升腾起熊熊燃
烧的激情，在时代洪流中，每个个体都
应该充满激情，坚定目标，奋勇前进。

“我马上就要步入大学，以后一定会努
力学习，做个感恩的人，做个回报社会
的人，也让我的父母过上更好的生
活。”关子上憧憬。

苦难使我成长 怀揣爱和感恩前行！

“百名励志学子追梦计划”有效期
将持续到8月31日，你是否我们要找
的准大学生？你身边是否有我们要找
的励志学生？欢迎自荐或推荐。
报名方式：

发送邮件至大河报·教育事业部
邮箱（dhbjiaoyu@126.com），邮件需备
注简单情况说明，并提供基本信息及
有效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
周星15236294479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在给关子上
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苦难不一定是财富，但在苦难
中，收获的坚毅、自强、勤奋……一定
是财富。18岁的他，虽生活辛苦，但他
的眼睛里，始终闪耀着乐观、积极的光
芒。苦难没有把这个朴素的六口之家
打倒，重视教育的优良家风，铺就了滋

养孩子的土壤。带着亲人的鼓励、未来
的期许、自强的信念，他在追逐梦想的
路上，步履不停。心怀赤子之心，亦有
家国情怀。怀揣着爱和感恩前行，梦想
可贵，未来可期。”

这一次，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
合大河报为关子上颁发1万元正能量
励志学子追梦奖学金。

万元奖学金让逆境学子阔步前行

关子上在家乡一水上乐园打暑假工，
看护玩水的孩子。

他超理科一本线106分
暑假却要打零工补贴家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