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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善人义举现象解析

农村版

唐河县城郊乡八里岗村民邓

曼君，25年前，未满月的她被人遗

弃，好心人邓文奇收养了她。2005

年养父因脑溢血下肢瘫痪。15岁

的邓曼君挑起重担，做饭、洗衣、挑

水，给养父买药、喂饭、擦身子。婚

后，邓曼君不但照顾瘫痪在床的养

父，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婆

婆，天天像陀螺似的转个不停。

“‘南阳好人’身上展现出来的

温情大爱，涤荡着南阳人的心灵，

他们的善行无疆，汇聚成美德新

风，在南阳大地涌动。”南阳市市长

程志明认为。

邓州“编外雷锋团”是南阳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靓丽名片。

17年来，“编外雷锋团”成员由最初

的560人发展到1万余人，延伸到

农民、干部、学生中，形成了浓厚的

志愿服务氛围，成为引导社会形成

文明风尚的生力军。

随着众多好人好事、社会主流

价值理念的广为传播，“好人现象”

引发了“好人效应”：做好事、献爱

心、讲奉献，逐渐从个体自发行为

成为社会普遍自觉的道德实践，从

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广大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

者、党员志愿者、社区志愿者、扶残

助残志愿者、红十字志愿者等志愿

服务队伍经常深入基层，先后组织

开展敬老爱幼、帮助农民工、助残、

植树植绿、清洁卫生、维护公共秩

序等方面的志愿服务活动110多

万次，在全社会形成了践行雷锋精

神、争当先进模范的生动局面。

一件件感人肺腑的模范事迹

正被崇敬效仿，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正被广为传诵，还有不断涌现的道

德建设创举正被发扬光大，这些都

将引领全民向上向善，共同构建美

好的和谐社会。

南曹乡抓好春节期间环境

卫生管理工作

为确保春节期间的干净整洁，

郑州市管城区南曹乡创建办提前

着手安排，做好环境卫生管理工

作。一是加强领导，强化督查。

二是强化垃圾收集清运工作。三

是强化清扫保洁工作。 （邵磊）

建设班级文化打造文化校园

班级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班级内在素质和

外在形象的集中体现。为进一步

规范、完善校园和班级文化，惠济

区大庙小学开展了班级文化建设

展示评比活动，活动得到了全校

师生的积极响应。 （康喜巧）

“要教育外出务工的子女，千万别帮他人捎带毒品，不要和涉毒

人员往来……”日前，正阳县公安局新阮店派出所民警在指导留守

老人学习禁毒常识。连日来，该所组织民警利用发宣传单、出版面、

“六进”活动等，广泛宣传禁毒常识，深受群众好评。 张耀中 摄

正阳留守老人学习禁毒常识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曹国宏

1月25日，央视2014年
度“三农”人物评选结果揭
晓，南阳“托举兄弟”刘新军、
贾晓玉、杨明入选，并参加颁
奖典礼。

2014年6月17日，天津
市河北区律笛里小区一名89
岁的老人从四楼窗台滑出，随
时可能坠落。千钧一发之际，
在该小区进行旧楼改造粉刷外
墙的淅川籍农民工刘新军、贾
晓玉和杨明急忙赶到现场，托
举救下老人。“托举兄弟”英勇
救人的事迹，迅速在全国引起
强烈反响。

无独有偶。在湖南救人遇
难的殷晓非、江苏昆山爆炸现
场救出20余名伤者的“板车
哥”邹令东……一年多来，多位
“南阳好人”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频频引起国内各大媒体和
全社会的关注，获得全国人民
的纷纷点赞。

西峡县重阳镇云台村八组村民权淑明

奋力救出因车祸受伤的徐计平父子，并驾驶

自己的面包车将伤势严重的徐家乐紧急送

往医院。不料刚开出不远的面包车被一辆

货车迎头撞上，权淑明不幸遇难，年仅48

岁。

南阳医专二附院产科护士长刘杰，作为

军嫂，为了不让丈夫分心，她独立承担起照

顾身患尿毒症婆婆的重任。高昂的医疗费

用，使刘杰不得不卖掉老家的房子。为了减

轻婆婆的病痛，她自学了中医针灸推拿按

摩。

时间再追溯到2014年。

5月21日，在江西赣州桃江搜救落水学

生，冲锋舟意外侧翻，他将生的希望留给别

人，自己却落水牺牲。他，就是南阳唐河人、

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人武部副部长宋旌。

6月6日，在闹市区行驶时突然心脏病发

作，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用惊人的毅力完成

了靠边停车、拉手刹等一系列动作。避免了

一场惨祸的发生，保证了街头行人的安全，但

他却倒在了驾驶室内，再没有醒来。他就是

南阳新区白河办事处普通司机赵付群。

8月2日，江苏昆山发生特大爆炸，一名

务工人员用板车与死神赛跑，挽救了20多条

生命。他就是著名的“板车哥”镇平人邹令冬。

“铁人检察官杜东翔、抗震救灾英雄武

文斌、连救3名落水儿童的‘最美奶奶’柴小

女、救助117名流浪儿童的‘最美警察’清林

等……在南阳，这样的好人还有很多。”提起

南阳好人，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如数家珍。

数年间，该市涌现出48名“中国好人”，2人

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人获全省道德

模范，2人获全省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市道德

模范126人、道德模范提名奖74人。

时代精神发端于传统的历史积淀，人文

精神植根于厚重的文化土壤。

南阳是一方英模辈出的沃土。司马迁在

《史记》中写道，“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郑尚

忠朴，有先王之遗风。”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长

期的传统美德熏陶，铸就了南阳儿女勇于献身、

重义轻利、淳朴善良、助人为乐的群体性格。

南阳独特的地域特征使南北文化在这里

碰撞、交融，使南阳人既具有北方人的豪爽，又

兼备南方人的细腻，共同铸就了他们义薄云

天、侠骨柔肠、坚韧进取的独特文化气质。

自古以来，南阳大地就有无数动人的故

事流传：医圣张仲景治病救人，做了太守仍坚

持为百姓看病；商圣范蠡以宽以待人、自强不

息、富而好德、乐善好施著称于世……古人崇

善尚德的优秀品质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并

深深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的生活

习惯与行为自觉。

“‘南阳好人’现象的产生不仅与厚重的

文化传承、长期形成的淳朴民风有关，更与近

年来我市持之以恒致力于公民道德建设密不

可分。”南阳市文明办主任王贵汉说。

近年来，南阳市连续多年开展“文明市

民”评选活动、全市道德模范评选活动、“身边

好人”评选活动等，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学

习、关爱、争当“好人”的工作机制和浓厚氛

围，形成了产生“好人”的肥沃土壤。

“宣传‘好人’事迹，传递‘好人’效应，辐

射带动更多群众争做‘好人’。”南阳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新会说。该市通过“道德讲

堂”、道德模范基层巡讲、“道德模范故事汇”

文艺汇演等形式，对道德典型和身边好人不

遗余力展开宣传。还在城区主要街道设置了

道德模范光荣榜宣传长廊，公益广告和电子

屏幕上大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进一

步完善了对道德模范的奖励机制，并对生活

困难的道德模范进行关爱帮扶，大力倡导好

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使人们想做好人、能做

好人、敢做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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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117名流浪儿童的“最
美警察”邹清林。

河河南南阳人邹令冬等人在爆炸工厂用板车救出南南阳人邹令冬等人在爆炸工厂用板车救出
2020余名伤者余名伤者。。

唐河籍军人宋旌在江西
搜救落水学生时遇险牺牲。

天津89岁老人倒挂阳台，南阳三
名农民工托举救命。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超级大乐透再爆3注1000万元头奖。2月2日，超级大乐
透第15014期开奖，全国共开出3注1000万元头奖，不过遗憾
的是，3注头奖都未采用追加投注，错失了600万元的追加奖
金。当期开奖后，奖池金额小幅上升，滚存至9.34亿元。

第15014期的开奖号码为08、16、25、29、35+03、10。前
区奖号分布较为均匀，大小比3∶2，奇偶比3∶2，其中“25、35”为
上期重号，且在近5期开奖中出现过3次；号码“16、29”是遗漏
时间较长的冷号，分别遗漏了21期和26期才现身。后区开出

“03、10”，一奇一偶两个号码，其中“10”为上期重号，后区号码
“11”已遗漏22期，大冷，近期可适当关注。

据检索，本期中出的3注1000万元头奖，分别出自浙江、

福建、陕西三地。其中福建中出的1注头奖，出自泉州第
10725号网点，幸运彩民采用“7+2”复式投注，投注金额42元，
命中一等奖1注、三等奖10注、四等奖10注，单票中奖金额达
1004万多元。此外，浙江的1注头奖，出自湖州第54066号网
点，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其中1注命中1000万头
奖。陕西中出的头奖出自西安第02477号网点，同为一张10
元5注单式票，其中1注击中头奖。

虽然第15014期送出3注千万头奖，但在开奖结束后，奖
池较上期仍略有上涨，滚存金额达9.34亿元。据统计，2015年
开年第一个月，超级大乐透共送出108注头奖，其中千万大奖
频频露面，令全国彩民欣喜不已。 (张慧慈)

超级大乐透再爆3注1000万元头奖
奖池达9.34亿元

6211万元！我省超级大乐透2015年开年巨奖由平顶山
彩民创造！1月26日，大乐透第15011期开出16注621万元
头奖，其中有10注被我省平顶山彩民张先生独揽。经检索，张
先生共购买了3注单式号码，每注又进行了10倍投注，这张共
投入60元的彩票最终擒获10注一等奖、10注四等奖和10注
五等奖，总奖金高达6211万元。

1月28日晚的大雪并没有阻挡住张先生兑奖的脚步。29日
一大早，他就到河南省体彩中心兑奖厅领取这份新年的幸运。

彩票是生活的调味剂自信和倍投是购买良方
张先生自称生活习惯良好，不抽烟不喝酒，偶然的机会接

触到彩票，一坚持就是六七年，钟爱大乐透和排列3、排列5，偶
尔买七星彩。

“我感觉现在彩票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成为我生活的一部
分，没想过自己哪天会中奖，把它当成是一种娱乐，彩票也让我
结识了一群好朋友。我工作不算很忙，每天都到体彩网点买张
彩票，与彩民聊聊天，探讨探讨号码，争论争论，觉得特别开心。”

说到选号技巧，张先生哈哈大笑起来，“我感觉还是自己的
运气太好了。彩票和做人一样，要有自信，只有相信自己，命运
才会光顾你。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就是赢在自己的信心
上。”“至于选号技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从来没有守过号

码。每次买彩票之前都会花上最多十分钟时间，分析一下近十
期的开奖号码，然后根据自己的感觉，选出几注号码。最重要的
还是自己的灵感和直觉了，其他没有什么。”“当前超级大乐透奖
池居高不下，参考最近大奖得主的经验，我感觉倍投很实用。这
次中奖号码我只投了10倍，真的有点可惜，如果我再多投几倍，
或者进行追加投注，或许能创个更大的奇迹，不过知足常乐吧。”

买彩重在随心随性继续支持公益事业
“曾经有一次，我与大奖失之交臂。那是2008年，清楚地

记得有一期的排列五开奖号码是71618。在那期排列五开奖
的前两天晚上，我梦见了这注号码，第二天我追了25倍，可是
我没有中奖，我没有守号的习惯，就放弃了，结果第三天排列五
就开出了71618那注号码。当时觉得命运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可能我就没那财运吧。”

张先生表示，凡事没必要苛求，随性而为，根据自己的经济
条件作决定，没有必要苛求，有时刻意追求的事情不一定能如
愿，保持自信，命运自有安排。

至于奖金，张先生说：“奖金将如数上交老婆，继续工作，继
续往常的生活，继续支持体育彩票这项公益事业。另外，面对高
奖池，准备锁定几注号码进行倍投，但依旧会保持一个度，不会
因为自己有钱了就大手笔投注，会细水长流，坚持下去。”（高杉）

平顶山诞生大乐透开年巨奖
奖金6211万元，中奖彩民说，买彩票随心随性最重要

新年伊始，郑州市中牟县一位彩民朋友在当地白沙镇玻璃
广告市场的福彩第41510900号投注站，用一张投注形式为10
元单式投注票中得双色球2015006期一等奖一注，单注奖金为
946万多元（含派奖142万多元）。这注双色球946万元巨奖，
也同时拉响了河南省新年福利彩票第一个百万级别中奖礼炮。

就在河南省福彩中心等着迎接这位2015年首注双色球大
奖得主前来领奖时，却没想在他之后的双色球大奖得主都领过
奖了，这位2015首注大奖得主却依然按兵不动。难道您不想
收到这注年前由双色球派发的福利吗？一定要等到年后领奖
当做新年“利是”。在此，河南省福彩中心提醒您：《彩票管理条
例》规定，中奖彩票兑奖期为当期开奖之日起的60个自然日内，

逾期就视为弃奖。这也意味着您的946万元大奖的兑奖最后期
限为3月13日。考虑到2月份春节放假的因素，您真的需要赶
紧前来领奖了。

双色球大奖得主没有及时领奖，既可能是大奖得主故意延
迟领奖，也有可能是大奖得主忘了自己中奖。在我们河南省福
彩发行史上就遇见过双色球大奖得主弃奖的例子，再联系去年
河南省福彩中心通过及时发布提醒信息，最终提醒许昌市双色
球2013147期大奖得主及时发现自己中奖的彩票，2014年领
取当期654万元大奖的事实，我们希望中奖的彩民尽快前来省
福彩中心兑奖，也希望当地彩民朋友们互相提醒，莫让这注946
万元大奖成为弃奖。

中牟946万双色球大奖得主
河南省福彩中心催您快来领奖啦

2月1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15014期
开奖，当期双色球井喷72注507万元。统计显示，双色球从
2003年上市至今共出现过8次一等奖超过70注的开奖结果，
但2015014期唯一没有诞生亿元，头奖分落全国24个联销省
市，这也是中奖范围最广的一次。其中，郑州市一位彩民朋友
也在双色球这场派送盛宴中中得头等奖一注。据悉：这注一等
奖出自于金水路省法院对面的福彩第41010392号投注站，中
奖彩票为336元的9+2投注票，总计中得奖金515.8万元。

2015014期开奖，72注507万元分落全国24个联销城市，

占全部32个联销城市的75%！只有安徽、福建、四川、贵州、西
藏、青海、宁夏和海南未中出，获得最多的是浙江的14注。此次
单期头奖覆盖范围历史最广，超越了之前的12148期落23省
市、13077期落22省市。此外，当期二等奖开出634注，单注金
额1万多元。其中，广西彩民狂揽88注，成为当期中出二等奖
注数最多的地区，当期仅山西一地彩民未中出二等奖。

虽然，当期计奖后，双色球奖池下跌3亿多元，降至3.05亿
元。但双色球游戏将依然根据“55%∶20%∶25%”的比例进行派
奖，也就是说彩民朋友将仍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双色球2015014期狂送72注507万头奖
当期头奖落24省市 中奖范围历史最广

2015年的第一个月，我省中福在线大厅里，阳光灿烂，激
情四溢。本月我省共计中出大奖28个，返奖总奖金金额高达
10254万元，中奖区域分布非常广泛，分布于我省13个地区。
郑州市中出6个大奖，南阳市中出5个大奖，洛阳市中出4个
大奖，新乡市中出3个大奖，漯河市中出2个大奖，平顶山市、
开封市、焦作市、信阳市、鹤壁市、濮阳市、周口市以及济源市

各中出1个大奖；在本月最亮的是洛阳市西苑路厅和南阳市
西峡县白羽北路厅，各自中出3个大奖，还有南阳市中州路
厅，一月中出2个大奖；在本月最幸运的则是平顶山市的君临
天下厅和鹤壁市的九州路厅，都是刚刚开业就中了25万元的
全国累积奖。

新年伊始，河南中福在线大厅便以“销量与大奖齐飞，奉献
与快乐共舞”的开场热烈地拥抱彩民朋友，并祝愿大家在即将
到来的羊年里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喜气洋洋精彩无
限！ （薛君）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2015年第5周全省兑付刮刮乐奖金906万

元。兑付5000元以上大奖7个，其中15万元、5
万元及8000元大奖各1个，3万元及1万元大奖
各2个。各面值票种均有大奖中出。根据本周
奖金兑付情况分析，步步高、百发百中、黄金盛典
及五福临门等热点彩票易中出。福彩刮刮乐返
奖率65%，中奖面宽，即开即兑，欢迎购买。

福彩刮刮乐
2015年第5周大奖公告

中福在线1月大奖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