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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慈善大奖”举行颁奖典礼 郑州人民医院荣获两项大奖

他务实重做，锐意进取，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深入践行
慈善精神；他因势利导，以文
化人，营造慈善浓郁氛围，树
立医院公益形象；他身先士
卒，寻根溯源，倡导厚德善行
文化，力推慈善事业发展，引
领广大医务工作者开创了医
疗卫生行业慈善工作新局面。

——郑州慈善总会授予
“最具爱心楷模”奖获得者郝
义彬的颁奖词

他们都是凡人，一次次果
断出手，接力擦亮人道之光；
他们都是天使，自带圣洁光
芒，以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他
们博爱仁善、敬畏生命，用行
动一次次掀起温暖的浪潮，诠
释着医者的责任与担当！

——郑州慈善总会授予
“最具公信力社会公益组织”
奖获得者郑州人民医院的颁
奖词

1月16日下午，第四届“郑州慈善大

奖”颁奖盛典暨2018郑州慈善项目发布

仪式在郑州市群艺宫举行，省会各界爱心

人士齐聚一堂，助力爱心，致敬善行。

河南省慈善总会会长邓永俭，市领导

马义中、薛景霞等出席盛典仪式，并为获

奖者颁奖。

郑州人民医院院长郝义彬获“最具爱心

楷模奖”并上台领奖，“郑医好人善行中原”

志愿者服务队获“最具公信力社会公益组织”

奖，并由雨中跪地救人的最美女孩、该院器官

移植中心护士张鑫娜作为代表上台领奖。

据了解，第四届郑州慈善大奖评选活

动是由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市民政局、郑州

慈善总会共同举办，旨在对郑州市2016

至2017年期间的各项慈善救助工作作出

总结，并表彰在慈善公益事业领域做出突

出贡献的企业、个人、公益组织、慈善楷模

等，以及取得优秀成绩并在社会上具有一

定影响的精准扶贫单位。

在本次评选中，郑州人民医院从630

多家单位、个人中脱颖而出，荣获两项大

奖，这是对该院慈善工作的肯定，也是鼓

励和鞭策。

医院成立了郑州人民医院“郑医好

人 善行中原”志愿服务队，该服务队是

以医护人员组成的专业医务志愿者团

体、以康复患者组成的病友志愿者团

队、以大学生为主的学生志愿者团体逐

步形成志愿者梯队。

服务队经常组织大规模的志愿者

培训，内容涵盖志愿文化、沟通技巧、服

务礼仪、医院感染、无陪护患者照顾、急

救技能等，全面提升志愿者的专业技能

和素养。

2017 年 4 月，“郑医好人 善行中

原”志愿者服务队入驻“郑州好人馆”，

他们的凡人善举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次

又一次温暖、感动的浪潮，被万千市民

称为“郑医现象”，深刻地诠释了医者的

担当、勇气和责任。

截至2017年12月，“郑医好人 善行

中原”巡诊活动共组织96场，惠及全市金

水、惠济、中原、二七区，以及中牟、新密、

荥阳等地的贫困地区，受益人群8973人。

作为有十几年院长履历的郝义彬院

长，热衷于慈善事业，将慈善融入医院管

理和医院文化中，最大化地发挥公立医

院的公益属性。在郑州人民医院，他依

旧积极投身公益事业，践行慈善精神。

在他的引领下，2016年郑州人民医院成

立“郑医·生命之光”专项慈善救助基金，

累计向慈善总会捐赠610余万元，同时，

为营造“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院区氛

围，向身患重疾、遭受意外、生活困难的

职工提供帮助，郝义彬还在郑医成立了

扶危济困救助基金。

郝义彬还特别关注社会上的特殊群

体，积极推动特殊群体公益项目，包含出

租车司机免费体检、肺癌高危人群筛查、

保安保洁免费体检等，坚持公立医院的

公益性质，为特殊群体的健康保驾护航。

启动了“郑医·生命之光”百年郑医

百名专家巡诊，郝义彬身先士卒，带领志

愿服务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巡诊153场、

健康教育活动165场，惠及金水、惠济、中

原、二七、中牟、新密、荥阳等地区，并与

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建立“郑州人民医院

医疗集团志愿服务基地”。

郝义彬坚持“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

心”的管理、服务理念，提炼“严实勤和，仁

爱敬廉，荣责自远，知行合一”的院训，确

定“人道主义，杰出服务，健康大众，奉献

社会”的医院使命，使医院文化深入落实

到每位职工行动中去；带领全院职工追寻

百年郑医建立之初公教医院的“仁爱”理

念，注重文化熏陶和精神传承，回归医学

本质，坚守医者初心。成立郑州人民医院

“郑医好人善行中原”志愿服务队，积极营

造院内慈善氛围，将慈行善举融入医院文

化。他常说：“慈善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

责任；只有做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共同结

合，才是对慈善最好的践行。”对内灌输慈

善理念，对外传播公益精神。

院长身先士卒科学引领慈善工作

“郑医好人善行中原”受益人群近万人

“郑医·生命之光”基金受益患者达9484人次

2016年，郑州人民医院成立了“郑

医·生命之光”专项慈善救助基金，截至

目前，医院向“郑医·生命之光”基金共注

入360余万元，受益患者高达9484人次。

成立肺结节诊治中心，开展肺结节公

益筛查。针对我省肺癌发病率高、死亡率

高的势态，从2016年开始，郑州人民医院

加入中国肺癌防治联盟，成立了郑州人民

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担负起我省高危

人群肺结节公益筛查重担。与我国著名医

学影像诊断专家、有“东方神眼”之美誉的

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医院张国桢教授团队展

开密切合作，提高筛查鉴别和诊断精度。

截至目前，医院已为1.5万多例肺癌高危

人员免费做了肺结节筛查，检出4000多

例肺结节病患，使预防和治疗的关口前

移，在肺癌防治方面实现了“早诊早治”。

启动了“善行绿城”之“心晴朗”“明

天计划”“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等一系列慈善项目，成为“城市生活无着

流浪乞讨人员”“郑州市免费白内障救

治”定点救助医院。

启动了“点亮明天计划 托起生命之

光”省内儿童福利院巡诊，足迹遍布全省

20余个市地、县福利院，为3020名患儿

开展随访、疾病筛查、康复指导，成立“儿

童福利院护理培训基地”，对保育人员集

中培训提升技能等。

持续组织居民体验活动，先后邀请

福利院负责人、养老机构负责人、退休军

工军干、公益组织志愿者等群体，共同商

议特殊群体的健康保障工作。

2017年，医院在抗击癌症病友俱乐

部、糖友俱乐部基础上新成立心晴朗病

友俱乐部、慢阻肺病友俱乐部，举办多期

活动，传播健康理念和康复知识，定期开

展医患互动活动，开展健康讲堂。

创新启动广场消夏月之“我为你朗读”

活动，以爱心病房孤残儿童、肿瘤患者、老

人等特殊人群为服务对象，开展朗读、健康

讲座、健身操、慈善故事宣讲等活动，丰富

患者和家属的生活，改善就医体验。该活

动共举办了17场，受益人群1200余人。

一项项举动，一场场活动，一次次救

助，惠及无数患者和市民。

“作为公立医院，坚守公益为民，奉

献社会是我们必须履行的责任和担当，

通过医教研协同、医防康协同，持续开展

公益活动，建设与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一

致，理念一致的全人、全过程、全生命周

期的健康服务系统，最终实现提高大众

健康水平的目标。”郝义彬说。

院长郝义彬获“最具爱心楷模”奖并上台领奖

院 长 郝

义彬积极参

与全省儿童

福利院系列

巡诊活动，为

孩子们送去

温暖

院 党 委

书记黄娟参

与志愿者“我

为你朗读”读

书会活动，为

儿科爱心病

房的孩子们

声情并茂地

朗读

□本报记者邓开诚文/图

为悼念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在中

华民族传统节日清明节前夕，信阳福彩全体干部职工齐聚新县

开展清明节祭奠革命先烈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弘扬先烈的崇高精神。

县委脱贫攻坚督导组组长胡振南、箭厂河乡党委书记胡冕陪

同梁莹主任一行，来到红色教育基地：列宁小学、红田和鄂豫边中

心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胡冕怀着对革命先烈无比崇敬之情，向

大家讲解了大革命时期，箭厂河人民英雄事迹。在鄂豫边中心区

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全体党员举行了庄严的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随后，信阳福彩全体干部职工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梁

莹主任就本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作了说明，并向烈士墓敬献花

圈，随后全体干部职工向烈士墓默哀三分钟。梁莹主任强调，大

家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统一到党

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统一到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要

继承先烈们的革命传统，传承伟大的爱国精神，弘扬新县将军精

神，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奋斗。并号召全体干部

职工永远铭记先烈们的英勇事迹。在烈士纪念碑前，信阳福彩全

体干部职工怀着崇敬之情瞻仰了革命烈士纪念碑，并参观了革命

烈士史绩陈列馆，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通过此次活动，让全体干部职工在思想上接受了一次革命

洗礼，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了历史使命感、民族责

任心。 （信阳福彩陈雨琪）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年年清明节 岁岁祭忠魂
信阳福彩开展祭奠革命先烈活动

3月30日，在清明节来临之际，商丘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

织全体干部职工赴陈官庄淮海战役纪念馆，开展清明节祭奠革

命先烈活动，深切地缅怀革命先烈,瞻仰烈士忠魂。

在解说员的引导下，大家怀着肃穆的心情，参观了纪念馆的

各个展区，系统了解了战役经过及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表和参

战部队的进攻、阻援以及当地人民踊跃支前的情况。听着解说

员讲解革命先烈英勇奋战的故事，看着大量的照片、文字和塑

像，大家重温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了解了革命先烈为新中

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再次感受到了党的伟大，深刻认识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根本，与

国民党“失道寡助”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些深深地触动了大家的

心灵和思想，激发了每一位党员继承光荣传统、弘扬革命精神的

热情和斗志。

随后，市福彩发行中心全体人员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并

默哀一分钟。在烈士纪念碑前，中心负责人就福彩工作向大家

提出了期望，他强调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发扬敢打

敢拼的战斗精神，将革命先驱崇高的革命精神落实到行动中，贯

穿到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福彩宗

旨，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立足岗

位，推动福利事业新发展。

通过此次活动，商丘市福彩中心全体人员在思想上受到了

一次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发了大家对

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强化了职责和担当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要

以革命先烈为榜样，为福利事业努力奋斗。 （商丘福彩）

缅怀革命先烈 瞻仰烈士忠魂

史上最强力度
体彩大乐透“6亿元大派奖”来袭！

体彩超级大乐透史上最强派奖活动来袭！自第18041期
（4月9日20:10开始销售，4月11日开奖）起，将开展总额高达
6亿元的大派奖活动。其中，2亿元用于一等奖派奖，3亿元用于
固定奖派奖，1亿元用于“乐善奖”派奖。“6亿元大派奖”覆盖一
等奖、固定奖（四/五/六等奖），今年还另设“乐善奖”派奖，将是
一次普惠大众、全民参与的全国性大派奖活动。

头奖！派送2亿元
每期注入1000万元，追加投注可中2400万元

派奖期间，每期安排1000万元用于一等奖派奖，共持续20
期，派奖总额2亿元。派奖期间，中得当期一等奖者，则同时中
得派奖奖金，派奖奖金由当期所有一等奖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基
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按照游戏规则规定比例分配。基本投注单注
派奖奖金最高限额500万元，追加投注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
300万元。若当期一等奖未中出，或者当期派奖奖金按中奖注
数均分后有结余，则当期结余奖金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安
排的1000万元派奖奖金合并后派奖；若派奖最后一期计奖后，
一等奖派奖奖金仍有结余，则结余奖金顺延至下一期，直至一等
奖派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根据以上的派奖规则，派奖期间，超级大乐透进行追加投
注，将可实现最高中单个2400万元（1000万元基本投注奖金+
500万元基本投注派送奖金+600万元追加奖金+300万元追加
派送奖金）头奖的梦想。

固定奖！派送3亿元
追加投注，奖金比基本投注时翻倍

派奖首期（第18041期），即投入3亿元用于固定奖派奖。

进行追加投注后，若中得四等奖、五等奖或六等奖，则同时中得
派奖奖金，单注派奖奖金依次为：100元、5元、5元。因此，派奖
期间，追加投注中得四/五/六等奖的单注奖金分别为400元、20
元、10元，比2元基本投注时获得的奖金翻倍。

固定奖派奖将持续至3亿元奖金派完为止。若最后一期固
定奖派奖奖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当期固定奖派奖奖金，则从超级
大乐透调节基金中调拨补足，固定奖派奖活动于当期结束。

乐善奖！派送1亿元
追加投注，赢更多奖金和欢乐

超级大乐透第18055期（5月12日20:10开始销售，5月14
日开奖）起，安排1亿元用于进行追加投注的“乐善奖”派奖。派
奖期间，在每张追加投注的彩票票面宣传栏第一行随机打印1
注“5+2”超级大乐透号码，即“乐善码”，作为该张彩票的“乐善
奖”开奖号码。根据票面投注的号码与“乐善码”相符情况确定
相应的中奖资格。“乐善奖”奖级设置和中奖条件与超级大乐透
游戏规则相同，奖金单独设置。

“乐善奖”派奖持续至1亿元奖金派完为止。若最后一期
“乐善奖”派奖奖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当期“乐善奖”派奖奖金，则
从超级大乐透调节基金补足，“乐善奖”派奖活动于当期结束。

多期票不参与“乐善奖”派奖。“乐善奖”不能即中即兑，须于
当期超级大乐透开奖之后方可兑奖。

全国性大派奖，一年只等这一回，今年力度史上最强！总
额高达6亿元、普惠大众的体彩超级大乐透派奖活动，“追加投
注”惊喜更多，4月9日起与你不见不散！

（陈敏）

4月2日，体彩大乐透进行了4月首期即第18037期开奖，
虽爆出两注千万大奖，其中1注更为1600万元封顶大奖，但仍
无法阻止奖池继续攀升。当期开奖后，大乐透奖池上涨至53.23
亿多元，历史以来首次突破53亿元大关。

体彩大乐透第18037期的中奖号码为：前区“01、03、27、
30、31”，后区“02、11”。前区大小比3∶2，奇偶比4∶1，奇数占
优，“1”字头号码走空，“3”字头号码开出两枚，“27”为上期重
号，“31”则为遗漏长达19期后开出的冷号，同时开出一组同尾
码“01、31”；后区则开出一小一大的偶奇组合，其中“11”为仅隔
1期再开出，“02”则为遗漏13期后开出的冷号。“31”开出后，目

前前区最冷号码由“14”取而代之，截至目前遗漏17期，另外
“06”也遗漏16期；后区的“10”继续走冷，已经有24期未开出。

据核查，追加一等奖落户河南商丘，中奖者仅花3元购买1注
单式号码并追加，即擒获1600万元封顶大奖。另1注1000万元
基本头奖落户浙江嘉兴，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

同期二、三等奖奖金丰厚：二等奖中出52注，每注奖金
18.33万多元，其中27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1万多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达到29.34万多元；三等奖中出
434注，每注奖金9357元，其中143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5614元，追加后三等奖单注总奖金1.49万多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销售额达2.05亿多元，开奖后奖池达
53.23亿多元，历史以来首次突破53亿元大关。奖池金额将悉
数滚入周三开奖的第18038期，届时购彩者2元单倍投注最高
可中1000万元，3元追加最高可中1600万元。 （肆颜）

河南一人3元单挑1600万元
大乐透奖池破53亿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