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家住新乡市凤泉区的彩民

耿先生购买超级大乐透彩票第17004期中

了三等奖，奖金485892元，在农历新春鸡

年到来之际收获了一个好彩头。

耿先生喜欢购彩，是一位老彩民，买彩

票中大奖的愿望始终鼓励着他坚持购彩不

放弃，如今终于在2017年初实现了中大奖

的美好愿望。耿先生钟情“超级大乐透”，这

也是因为当初偶然的机会，看到身边的朋友

买彩票中奖了，引起了他的关注，蒙发了购

彩的欲望，从此开始玩起了彩票。他一有时

间就到体彩网点，跟网点内的彩民朋友交流

经验，回家后用电脑上网，更养成了上网看

中国体彩网的习惯，并对每期超级大乐透号

码趋势分析文章仔细研读，实战技能不断提

高。购彩以来经常中奖，但始终与大奖无

缘，耿先生心中始终存在着中大奖的渴望。

1月9日是超级大乐透第17004期开奖

的日子，耿先生当天下午来到体彩网点，在

超级大乐透号码走势图前坐下，开始选号研

究。当选定号码以后，耿先生让网点销售员

打票。因为经常来店里买彩票，网点销售员

与耿先生相当熟悉，每次出票前销售员都要

问一句耿先生这张彩票要不要追加，翻多少

倍。耿先生思考了一下，最后让销售员进行

追加并合计翻倍108倍，购彩资金324元。

当天晚上开奖号码为：前区“05、08、11、28、

31”，后区“06、07”，经过核对，耿先生发现

前区号码错了一个，根据大乐透中奖规则，

耿先生彩票中的是本期超级大乐透三等奖，

每注基本奖金2812元。追加奖金1687

元。虽然耿先生错失了一等奖的机会，但由

于进行了追加并翻倍，总奖金数依然达到

485892元。这个大奖终于让耿先生体验到

了快乐购彩，对下一个大奖的到来充满信

心。（新乡分中心孔祥明）

追加倍投大乐透 鸡年快乐赢大奖

体彩大乐透再造三位千万富翁
奖池升至32.83亿元

猴年倒数第5期开奖，体彩大乐透再造

就三位千万富翁。1月16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17007期开奖，全国共中出3注1000

万元头奖，分落江苏、浙江、海南。开奖后，

大乐透奖池上涨至32.83亿多元。

第17007期体彩大乐透的中奖号码为

前区“08、11、17、25、27”；后区“02、04”。

前区号码大小比2∶3，奇偶比4∶1，“08、11”

失踪2期后再携手开出，同时还开出一组同

尾码“17、27”；后区开出双小双偶组合，其

中“02”为仅隔1期开出的跳号。

当期一等奖全国中出3注，单注奖金达

到足额1000万元，分落江苏、浙江、海南。

可惜中奖者均未实施追加，白白错过多中

600万元追加奖金的机会。

据核查，海南头奖落户海口，中奖彩票

是一张42元“7+2”复式票，除了1注一等奖

外，还中出10注三等奖、10注四等奖，单票

总奖金达1006万多元；另外两地头奖中奖

彩票均是10元5注单式票，江苏头奖落户

镇江，浙江头奖落户温州。

同期二等奖中出 54 注，单注奖金

16.39万多元，其中18注实施了追加，可额

外多拿9.83万多元奖金，令追加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达26.23万多元；三等奖中出514

注，单注奖金6527元，其中191注实施了追

加，可额外多拿3943元奖金，令追加三等

奖单注总奖金达到10470元。

当期开奖后,大乐透奖池较上期上涨

1426万多元，达32.83亿多元。在周三晚

截止的第17008期中,彩民2元单倍投注最

高可中1000万元，3元追加最高可中1600

万元。目前猴年尚余最后4期开奖,彩民切

莫错过春节前赢取巨奖的机会啦。

（肆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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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党建

裴俊峰今年38岁，河南大学本科毕业。

2015年，他初到曲村时，但见村部杂草丛生，

村里几条主干道破败不堪，村“两委”常年不

开会几近瘫痪。裴俊峰利用村传统的第四

届庙会举行之际，召开村“两委”会议，了解

党员干部的整体情况。

裴俊峰了解到，全村虽然拥有党员30

名，但长期没有党员活动，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根本没有发挥出来。

裴俊峰从建立健全正常的党员活动抓起，

每月开展一次党员活动日活动，由他担任主讲，

为党员干部上党课，强化了党员干部的凝聚力。

领上文明富裕路

曲村地处丘陵，沟壑纵横，距离陕州区城

区11公里，全村10个村民组，435户人。村里

虽然有几户人家进行大棚菜种植，但不具规

模，难成气候；2012年开始兴建的地坑院，受北

营地坑院景区建设的影响，举步维艰，进退维

谷。针对这种情形，裴俊峰推出“四个打造”新

举措。打造“智慧曲村”，集村干部、老党员集体

的智慧，把村里各项工作做好。打造“富裕曲

村”，主抓一个方向两个产业。以旅游发展为

方向，以葡萄和大棚蔬菜两个产业为根本。在

该村已有的“地坑院”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开放

式”（不收门票）、“原生态式”（群众正常生活，而

非刻意装扮）采摘园，让游客进园采摘，一方面

品尝甘甜果实，另一方面体验田园风光。鼓励

村民在周六、周日摆设摊位200家，销售各种

农特产品、特色小吃，每个摊位每天收入800

元。裴俊峰驻村后，加大葡萄种植力度，葡萄

种植面积发展到600亩。通过微信、悬挂横

幅、网站宣传，该村葡萄种植知名度大幅提高，

每亩葡萄年收入1万元。大棚菜种植由原来的

20多户，发展到如今的40户，种植西红柿、笋

瓜、礼品甜瓜、西瓜等，正常情况下，每个大棚年

收入4万元。打造“美丽曲村”。整治环境、净

化村道、铺设步道，主干道两旁安设栅栏，地坑

院边拦马墙，把村子建设得更美丽。打造“文

明曲村”。通过好公公、好婆婆、好媳妇的评比，

提高村民文明素质。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2015年，裴俊峰初到曲村的时候，全

村的贫困户有200户，2016年重新识别为

152户，经过裴俊峰和村“两委”一年多的

不懈努力，已经有145户实现脱贫，贫困

户只剩下7户。该村九组村民卢军民，找

不到致富门路。裴俊峰发现他善于经营，

便指点他开办农家乐，并帮助其筹措资

金，使其走上富裕道路。裴俊峰还引导村

民董文革通过网上开办淘宝店，实现脱贫

致富。

按照规定，驻村第一书记只要每月有22

天在村里，就算是满勤了，但裴俊峰几乎是

全负荷工作，许多时候连双休日都得牺牲。

裴俊峰的妻子在三门峡西站工作，7岁的儿

子只能住校。由于长时间在外，他和儿子的

感情都有些生疏了。

谈到这些的时候，裴俊峰有些动情，他

说：“谁叫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呢？！”

2015年，该村通过“一事一议”项目先后

修通了万安店至柏杨庄等2.2公里的水泥

路，但却造成了前西、前张、谢庄等六个组至

熊王路一段800多米的“断头路”。“三夏”期

间，由于雨水较多，“断头路”成了“烂泥路”，

外面的收购户进不来，庄上群众农副产品运

不出去，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出行带来了诸

多不便。

“2015年俺家13.5亩小麦打了1.4万多

斤，由于雨天泥巴大没能及时卖出，等到雨

后一斤少卖7分钱，一下子亏损了近千块

钱。”一村民说起这段“断头路”的“罪状”到

现在还耿耿于怀。

去年年初，在该村新年听证会上，有群

众代表在会上提出修建这段“断头路”，村里

把此项工作列入主要议事日程，先后召开3

次村“两委”会进行专题研究，经多方努力终

于争取到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并于2016

年12月终于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说起这路修通后所带来的好处，该村后

东村民高小迷兴奋地说：“俺是第一个受益

者，路刚修好，俺的13亩花生果全部脱完卖

了，听说第四天花生米价格就掉1毛多，你说

这路修得多及时。”

路通了，气顺了。眼下，虽然天气连阴，

但置办年货、购买肥料种子，村民顺畅地在

这条路上穿梭。群众高兴地说：“这路一修

我们出行方便多啦，通过打通这段‘断头

路’，说明俺村的干部真跟俺老百姓连着

心！这样的干部俺服气！”。

孟州电视台记者殷满、马丙午

和孟州市矛盾纠纷化解中心调解员

郭志萍，三个人虽然不是一个单位，

但两年来，他们都在不声不响地资

助着一个非亲非故的特困户。

2014年11月，当殷满、马丙午、

郭志萍走进孟州市化工镇南开仪村

刘松南的家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

倍感凄凉。四间堂屋由于年久失

修，塌了两间，仅有的两间东厢房也

是土墙旧瓦。四块石棉瓦搭了一个

做饭的地方，屋里尽是些旧桌坏椅，

破烂不堪。

更让人痛心的是，刘松南的父

母先后于2000年和2010年因车祸

身亡。年幼的小松南和奶奶相依为

命，松南的奶奶张香荣还年迈多病，

经常住院。

刘松南一家的遭遇，深深牵动

了殷满、马丙午、郭志萍的心。他们

把刘松南一家的实际状况拍成专题

片，在孟州电视台的“和睦家园”专

栏播出。几天工夫，就有200多人

加入伸援手献爱心团队。

说干就干。他们在第一时间给

刘松南家购买了煤炉和1000块煤

球。

由于捐款的人多，他们采取限

人员、限金额，专人负责的办法，建

卡立账，详细记录捐款人的姓名与

捐款数量。

2008年5月12日是汶川地震

的日子，他们选择每月12日资助刘

松南家300元，风雨无阻，按时送

到。此外，平时的日常生活用品，如

米面油盐酱醋、粉条、肉蛋等，甚至

连卫生纸，都有专人定期送到刘松

南家里。每年春节，他们还亲自上

门帮助打扫卫生、贴春联、放鞭炮，

让刘松南和她的奶奶欢欢喜喜地过

上大年。

今年1月12日上午，笔者随同

殷满、马丙午和郭志萍驱车来到刘

松南家。那天，殷满他们专门上街

购买了四米长的出烟筒，又自己动

手安装好烟筒，把煤火生着。上午

11点，爱心团队的骨干成员田建

光、赵君红、司涛等人都来了，他们

交给张香荣400元钱，说是快过年

了，这个月多给100元。殷满和马

丙午一再叮嘱张老太太，到腊月二

十九准时会来，过年的饺子馅等物

品都有。

虽然正值三九寒天，86岁的张

香荣却满面春风。她高兴地说：“有

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俺啥也不愁，

松南这孩子懂事，也争气，如今在市

一中读高二，门门功课都很好。”

谈到以后的打算，殷满他们信

心满满地说，我们会一如既往地资

助下去，把大伙捐来的钱买成砖、

沙、石子、水泥、水泥板等，由团队的

人自己动手帮她们建成一个新家，

同时资助刘松南完成学业。

6 农村版

一米七五的个子，白净的面皮，给人一种文弱书生的感觉，却没有想到这个书生一样的年轻人，硬是在短短的一两年

时间里把一个村子村民的人均纯收入提高了4000元。他叫裴俊峰，是三门峡市委办公室综合二科科长，2015年被下派

到三门峡市陕州区张汴乡曲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我是共产党员

□本报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夏俊

乡村新事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华

领着村民奔富路第一书记裴俊峰

正阳永兴万安村

“断头路”成了“连心路”

“新修的路走着就是得劲。”“可不，

这下再也不愁下雨粮食运不出去了。”1

月17日，正阳县永兴镇万安村后东组的

方小梅骑着刚买的崭新电动车，带着邻

居小典兴高采烈地去镇上赶“年集”，车

子轻快地行驶在新修的水泥路上，身后

飘过一串笑声……

爱在身边

□通讯员乔承祖文/图

社会关爱小松南

驻村记

□本报记者仵树大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什么感人肺腑的事迹，有的只

是一颗踏踏实实为村民办好事实事的心。临颍县王孟镇前杨村驻

村第一书记王合义朴实得像个农民。

第一书记王合义

朴实得像个农民

从结缘到登台

木偶戏，古称“傀儡戏”。史料记载，木偶

戏源于汉，兴于唐，其历史甚至比戏曲更悠久。

20世纪80年代初，邻村玩木偶戏的老

艺人们想把木偶戏重新办起来，但是缺一个

能唱花脸的，便找到了周文魁。老艺人们那

份执着感动了他，他加入了老艺人的队伍。

木偶由三根木杆支撑，一个支撑头，两

个支撑手，看似简单却需要极大的功力，也需

要更多的巧劲儿。周文魁学一段唱一段，很

快在剧团挑起了大梁。第一场戏《杨七郎打

擂》在大雪营村演出，周文魁扮演杨七郎，舞

台下人山人海，一片欢呼叫好。就这样，他一

唱就是几十年，演出遍布南阳各地。后来，他

还学会了做木偶，当上了木偶剧团团长。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时间久了，不断

有剧团中的老者去世，新人加入。到20世

纪90年代初，周文魁发现，剧团组不起来

了。有时候连一半人都凑不齐，慢慢剧团就

散了，也没人来找他学艺了。老人也放下了

木偶戏，锁在了柜子里，这一锁就是十几年。

从保护到传承

2016年4月，南阳市卧龙区文化馆的

工作人员联系到了周文魁老人。老人把珍

藏的木偶戏家当都送给了卧龙区文化馆，自

己仅仅保存一个演出证留作纪念。

与此同时，南阳市卧龙区文化馆开始了

紧锣密鼓的挖掘整理、传承保护。6月份，

他们请来省非遗数据库的工作人员，对老人

进行了全面的采访、录像。老人保留了十几

个木偶，几十套戏服、道具等，数量之多在省

内都数得着。文化馆的同志还选派懂戏曲、

会舞蹈的文艺骨干多次请老人传授技艺，重

新制作了木偶、戏服，用最短的时间，把融入

“现代元素”的木偶戏《断桥》搬上了舞台。

盛夏7月，热浪滚滚，在南阳大型广场文化

活动——“唱响白河”群众文化演出卧龙区

专场上，《断桥》一经推出，观者如潮，掌声阵

阵……

他用三根木杆演活了人世沧桑，他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着木偶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南阳市卧龙区文化馆，让他

的木偶戏得以复活传承……日前，笔者有幸采访到了南阳市卧龙区民间木偶戏艺人、潦河镇大周庄村农民周文魁。80

多岁的周文魁依然精神矍铄,讲起木偶戏来一往情深。

民间

□通讯员吕英民 王凌巍

台上木偶悲欢离合 却是台下人间真情

老艺人周文魁在给卧龙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传授木偶戏技艺。 张琳摄

爱心团队与张香荣老人在一起

孟州市化工镇南开仪村的刘松南父母双亡，和奶奶相依为命，

松南家的情况经媒体报道后，人们纷纷伸出了援手。

2016年6月，漯河市委宣传部

宣传科的王合义到临颍县王孟镇前

杨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7月的一天，时任漯河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的高喜东到临颍县

调研工作，突然提出到前扬村看看，

搞一个不通知的检查。高喜东到村

后，王合义正在村民家了解情况。

高喜东看到满脸是汗的王合义，上

穿短袖，下穿短裤，脚穿带泥的解放

鞋，笑着说：“合义像个农民。在村

里当第一书记，就要扑下身子，了解

群众，帮助群众，扎扎实实为群众办

点实事好事。”

前杨村有三个自然村，村内全

是老土路，晴天走路一身灰，雨天走

过两腿泥，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少不

了雨鞋。王合义通过走访了解到，

村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村子的路修

好，缩小前杨村与周边村的差距。

为实现群众的愿望，王合义多次到

市、县两级农办、扶贫办、交通局等

部门沟通，最终争取到了道路整修

项目，确定对村内大小巷子共计

4760米进行整修。

前杨村有6人下肢有残疾，行

动不便，王合义就到市残联去联系，

最终协调到6部轮椅，使他们能下

床、走出院子。

2016年 9月 15日中秋节，中

午11点多，王合义忙完村里的事，

正准备开车回家，远远听到“嘭”的

一声巨响，一村民骑电动车被汽车

撞了，他赶快跑了过去。看到村民

伤得不轻，王合义迅速对受伤的村

民进行包扎止血，让其他村民立即

报警、照看事故现场，之后，他把自

己的车开过来，将受伤村民抬上

车，送往王孟镇医院，并预交了

1000元医药费。

王合义的善举不是一时心血来

潮，而是长期如此。2012年以来，

王合义经常参加漯河市红十字会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的活动，并且每

半年就献一次血。

2016年12月25日，是对第一

书记考评的日子。考评会上，王合

义除了讲点工作外，用更多的时间

讲了下步打算，要继续为村民办好

事办实事，要在村内修排水沟、架路

灯、修生产路、建村室，让前杨村由

一个贫困村蜕变成为宜居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