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文梅英

河南三位热血青年“组团儿”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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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捐献是一种大爱，谢谢你们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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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销售总额为 319086 元，中奖总金额为
1394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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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3959246元，
本省中奖总金额为3154319元。

图为南阳志愿者丁仲昆（左）、漯河志愿者王永博（中）为正在捐献的洛阳志
愿者程一杰加油。图片由省红十字会提供

头奖开3注1800万元

8月30日，超级大乐透第21100期
前区开出号码“07、11、23、26、28”，后
区开出号码“02、07”。

当期全国共开出3注一等奖，并且
均为追加投注命中，每注奖金1800万
元，其中2注落在四川达州，1注落在甘
肃定西。

数据显示，落在四川达州的2注
1800万元一等奖，出自同一张中奖彩
票，幸运儿通过5注单式号码2倍追加
投注方式，独中3600万元奖金。

二等奖开出96注，每注奖金11.08
万元；其中41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8.86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
总奖金19.94万元。

三等奖开出243注，单注奖金1万
元。四等奖开出 1110 注，单注奖金
3000元。五等奖开出17341注，单注
奖金300元。六等奖开出33067注，单
注奖金200元。七等奖开出37146注，
单注奖金100元。八等奖开出812838
注，单注奖金 15 元。九等奖开出
7815084注，单注奖金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10.59
亿元滚存至9月1日（周三）开奖的第
21101期。

7星彩派奖火热进行

7星彩5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
行中！自8月24日起，7星彩一等奖单
注最高可中1000万，二等奖奖金翻倍，
固定奖单注奖金增加50%，预计共持续
10期。

2021年是7星彩上市第十七年，为
了感恩购彩者们对7星彩的支持和对
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本次派奖回馈
5000万，派奖奖级囊括了一等奖到六
等奖的全部奖级，让更多购彩者受益。

本次派奖活动是2020年新7星彩
上市后的首次派奖，为了让更多人享受
到活动带来的实惠，参与条件设置很

“亲民”，单票满10元即可，比如你可以
直接选5注号码，或者选1注号码打五
倍，简单易懂，这也是今年派奖活动的
唯一参与条件。

体彩两大盘玩法值得期待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惠明

本周一、周二，体彩大乐透、7星彩
先后开奖，其中大乐透开出3注1800
万头奖，奖池升至10.59亿元，而7星
彩也在8月24日开启5000万派奖活
动，目前已派奖3期。近期这两个体彩
大盘玩法值得广大购彩者关注。

□策划：教育文创运营中心 执行记者: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春 周星 通讯员 张雪霞 文图

淅川女孩罹患眼疾，母女相依相伴

艰辛生活在她心中留下奋进和感恩

18岁的杨园飞家住南阳
市淅川县龙城街道红旗社区，
今年高考，她以639分的好成
绩被湖南大学录取。这张录取
通知书，见证了杨园飞的优秀，
也深藏着杨园飞的拼搏。

杨园飞从小和母亲相依为
命，生活艰难。14岁那年，刚上
高中的杨园飞突然罹患眼疾，
视力急速下降。经历休学、治
疗、复学，杨园飞的求学路布满
荆棘。“我的眼疾已经得到了控
制，带着妈妈的爱，我的未来一
定是丰富多彩的。”对于未来，
杨园飞无比憧憬。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杨园飞
和母亲聂秋霞激动了很久。当天，
聂秋霞做了一桌子的菜。“都是我
喜欢吃的，我很感谢我的妈妈。”回
忆起当天，杨园飞满眼笑意。

杨园飞3岁时，母亲聂秋霞便
带着她离开老家，在县城租房生
活。靠着母亲在工厂里织丝毯，母
女俩的生活虽然贫苦但还算安
稳。为了能多织些丝毯多挣点钱，
她总是找人帮忙接小园飞放学。

“我家妞从小都懂事，人家孩子都

有爸妈接送，她从没抱怨过。到厂
里了就自己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帮
我一起织丝毯，现在想想，她都没
有童年，她的童年是在厂里度过
的！”母亲早出晚归的辛苦，杨园飞
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每年母亲
生日，杨园飞都会为母亲准备一份
生日礼物。“礼物都不贵重，但每样
都是我精心准备的，我的母亲很辛
苦，我希望她也能感受快乐和幸
福。”提起过往的点滴，杨园飞声音
虽小，却满眼深情。

和母亲相依为命，她是贴心“小棉袄”

14岁那年，杨园飞考上了淅
川一高。本以为生活就这么继续，
但噩运来临——杨园飞罹患眼疾，
视力急速下降。在班主任孙均可
老师的帮助下，杨园飞休学求医。

“刚开始就是不能接受，感觉
自己的人生没有希望了，是因为我
的母亲，我不想让她因为我痛苦，
所以我决定要跟命运抗衡。”杨园
飞告诉记者，休学那一年，她和母
亲辗转南阳、郑州、北京求医，最终
在北京住院治疗。求医的痛楚加
上经济的压力，这段经历，永远刻
在了杨园飞心里。经过一年的积
极治疗，杨园飞病情基本稳定，再
次返回朝思暮想的课堂时。

“我的眼疾已经得到了控制，
带着妈妈的爱，我的未来一定是丰

富多彩的。”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
生活，杨园飞无比憧憬。“妈妈希望
我能更加开朗，多结交朋友，我希
望我能好好学习，将来能回报我的
老师，也能给我妈更好的生活。”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在给杨
园飞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母女
相依为命，生活的艰辛在她的心中
留下的只有奋进和感恩，休学、治
疗、复学，疾病的挑战，更让她懂得
珍惜命运的给予。不抱怨、不退
缩、不服输的女孩勇敢踏过荆棘，
用超越同龄人的坚强和乐观书写
着最美青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联合大河报为杨园飞颁发1万
元正能量励志学子追梦奖学金，并
授予她正能量校园大使称号，未
来，杨园飞必将迎来多彩世界。

“失彩世界”来临，她全力拼搏赢取多彩未来

本报讯 受郑州疫情影响，来
自洛阳、南阳、漯河的三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程一杰、丁仲昆、
王永博，为救人相聚在洛阳市中心
医院，分别于8月31日、9月1日、
2日捐献“生命种子”，为三位素不
相识的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的希
望，成为或即将成为河南省第
1013例、1014例、1015例非血缘

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8月31日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洛宁县小伙程一杰，是一位“00
后”，今年刚参加完高考，他说，上
大学前，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一命，是迎接大学生涯的一份特殊
礼物。今年参加高考后，他就接到
了与患者初配成功的电话，爽快答
应捐献。体检合格后，他把要捐献

造血干细胞救人的事告诉了父
母。起初，父母心里很忐忑，充分
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无损健康后，
支持了孩子的爱心决定。

9月1日进行捐献的南阳志愿
者丁仲昆是一位公益达人。今年
5月份，他接到与患者配型成功的
消息后说：“作为一位资深献血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也不是事儿。”得
知自己要救的小患者年仅5岁，丁
仲昆动情地说：“5岁的人生才刚
刚开始，希望我捐献的‘生命种子’，
能够帮助小患者早日康复，世界那
么大，康复后可以慢慢看世界。”

志愿者王永博定于9月2日捐
献。今年7月，当得知自己与一位
患者配型成功后，他爽快答应捐
献，并得到了爱人的大力支持，开
明的父母也说：救人是好事儿，放
心去吧，我们在家把孩子照顾好！

王永博说：一想到自己捐献造
血干细胞后，有望帮助患者康复，
重新拥抱健康新生活，满心都是压
制不住的欣喜。同时，作为父亲，
能为孩子做表率，教育孩子播撒爱
心，希望孩子长大后也要做有爱
心、对社会有益的人。

杨园飞和母亲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