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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焦勐

本报讯 近日，一批志愿军
烈士后代在朝鲜开城和安州志
愿军烈士陵园扫墓期间，发现
部分河南籍志愿军烈士安葬
地，其中有28位志愿军烈士来
自洛阳。

据河南地区志愿者负责人徐
女士介绍，帮助志愿军烈士寻亲
的志愿者都是全国各地志愿军
烈士的后代，他们自发组织寻亲
活动，并自发组织建立了“志愿
军烈士寻亲服务团”，目的是帮

助远在朝鲜安息的志愿军战士
找到自己的家人。

徐女士说，他们在朝鲜扫墓
期间，将英雄墙上的烈士名单进
行了统计，并根据名单一一和中
华英烈网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网
站上的信息进行比对，目前，全
国的英烈名单仍在统计中，但已
统计出249位来自河南省的志
愿军烈士名单，“因为时间比较
久了，统计中会有一些小的偏
差”。

此外，“志愿军烈士寻亲服
务团”的相关负责人提醒，他们

组织的寻亲活动不收取任何费
用，任何理由的收费行为“均是
违法行为”。同时，找到烈士家
属后，他们会定期组织前往朝
鲜举行祭奠活动，如无法前往，
他们还可以向烈士家属提供烈
士安葬地的照片、视频。

如果28位洛阳籍的志愿军
烈士中，有您的亲属，您可以加
徐女士的微信号（xv19690724）
或QQ号（1637750668），注明
烈士的全名，经徐女士审核后可
加入“志愿军烈士寻亲服务团”
QQ群号（585674329）。

□记者 李倩 通讯员 郭列军

6月2日，为加大对县域经
济支持力度，中国银行洛阳分行
PPP行业课题组及伊川支行相关
领导，到伊川县滨河新区进行业
务宣讲，伊川县滨河新区管委会
领导等30多人参加了宣讲及培

训。课题组成员首先就PPP项目
的运作模式及中行的授信要点进
行了介绍，然后结合洛阳中行的
成功案例进行宣讲，对伊川县滨
河新区的有关项目进行点评。宣
讲结束后，课题组与伊川县滨河
新区领导就目前项目推进情况进
行了交流对接。(G)

这群摄影爱好者是中国摄影家杂志洛阳地区的成员，考虑到社
区一些老人可能因腿脚不便，还有一些家庭成员工作忙，很难聚齐，
他们就当志愿者走进社区，为居民们免费拍照，拍完再洗出来送给
大家。现场负责人李家山说，这项公益活动会一直坚持下去。

（记者 李晓波 文 摄影爱好者 供图）

□记者 高菊 李曼 通讯员 王
书敏 文 记者 李曼 摄影

本报讯 昨日上午 9 点，
2017年高考开考，然而成绩优
异的小超（化名）却无法像同学
一样走上考场，此时的他正虚弱
地躺在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血液科的病床上，与病魔做
着艰苦卓绝的斗争。5月初，家
住洛龙区科技园街道办事处的
小超突然查出患上急重型再生
障碍性贫血，一天之内被医院下
达病危通知书。治疗中，他不顾
医生劝导，依然坚持备战高考。
同村在外的好心人闻听此事，从
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赶回医院送

上百位网友的爱心捐款。
今年18岁的小超，是一名

高三复读生。4月底，小超突然
发现自己的身上出现许多紫色
斑点，5月2日小超和家人来到
涧西区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经过检查，医生直接开出
了病危通知单。“通过血样、骨
穿等一系列检查，最终确认孩
子得的是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
血。”小超的父亲告诉记者。

“孩子的病情比较严重。”
小超的主管医生邓会阳告诉记
者，“前期已经为他注射了这类
病的有效用药，花费在8万左
右，加上目前住院的费用，花费
已经有将近15万元。如果药物

不能在他身上起到很好的效果，
下一步就要考虑骨髓移植，花费
相当大。”

6月2日在小超的无菌病
房外，特地从内蒙古赶回来的
网友“~老虎~”，将百位爱心网
友捐助的善款交给了小超父亲。

“~老虎~”是小超的邻居，
也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老
虎~”说，小超家的条件并不好，
最近几年小超的父亲连续做了
腰椎间盘突出和心脏搭桥手
术，花费不少。术后小超的父
亲不能再干重体力活，还有高
血压和糖尿病，需要每天吃药，
全家都靠小超的母亲在市区打
工所得收入生活，十多万的治
疗费用对于这个清贫的家庭来
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老虎~”于是在自己平日
参加的越野e族兄弟连、越野e
族兄弟连洛阳分站、神都马帮人
车志俱乐部、洛阳车元素4个车
友群里发出募捐倡议，仅一天的
时间，百位网友就为小超募集了
23900元。

不仅有网友捐款，小超家
所在的村委干部也拿来了村委
和村民们的捐款。拿着捐款，
小超的父亲感动得说不出话，
他说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
能够有希望活下去。

□记者 李曼 通讯员 王龙

本报讯 6月1日晚，福彩双
色球第2017063期爆出246注二
等奖，单注奖金10万多元。其中
河南郑州彩民张先生100倍投
注，获100注二等奖，独揽奖金
1026万元，超过头奖单注1000
万元，成为当期最大赢家。

6月5日一早，郑州彩民张先
生现身省福彩中心领奖。据了
解，他是位老彩民，购彩多年，平
时购彩全凭心情，喜欢机选投
注。“心情好了，就会倍投，不渴求
能中大奖，全当支持福利公益事
业。”当天，张先生来到41010373
投注站，先机选了3注双色球50
倍投注，看到号码后感觉不错，又
增加了50倍，一共为单式3注

100 倍投注，投注金额为 600
元。随后，张先生离开投注站，当
晚也没关注开奖，即使第二天大
奖喜讯传开时，他也不知道自己
就是幸运者。

6月3日，张先生又来到该投
注站打算购买下一期的双色球，
他拿出上期彩票兑奖时，才发现
命中双色球第2017063期二等
奖，100 倍投注，独揽 1026 万
元。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机选
倍投的3注号码，第1注红号全部
命中，仅1个蓝号之差，错失头
奖，如果第1注蓝号命中，张先生
便命中头奖，按每注500万元计
算，100注就是5个亿，一举清空
当期奖池。现场，张先生为福彩
慈善基金捐出了2万元的爱心
款。

本报讯 5月24日晚，随着
大乐透17059期开奖，06204网
点初次尝试合买大乐透后不久，
连续三期五等奖花落该网点，中
奖彩票是合买复式票。

06204网点是老网点，不久
前网点老板开始组织尝试微信
合买，在微信群大力推广，网点
业主介绍说，才合买开始没多久
就连续三期中奖，真是开心啊。
合买的几位是王先生的朋友，都
是十足的大乐透老彩民了，买了
十多年彩票，平时就偶尔中点小
奖，通过合买的方式还是第一
次，没想到就中奖了。据几位合

买的彩友介绍，在业主的宣传中
他们才知道还有这么方便的方
式买彩票，而且还能合买，每人
用几十块钱集合在一起，就变成
了一个追加大复式，更好中，也
降低了投入，这种方法好，以后
还会参与的，同时大乐透5亿大
派送正在进行中，正巧也赶上
了，光派奖都不少呢。

就是这样的尝试，让这几个
老彩民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他
们说做梦都没敢想自己能连中三
期大乐透奖，今后还会继续合伙
购买大乐透，毕竟合伙力量大，说
不定会再中头奖。（寇豫川）

请帮28位志愿军烈士
寻找其故乡洛阳家人

1.张彦林 河南洛阳市洛
宁县陈吴公社陈吴大队陈吴村
（301部队三大队）

2.岳正义 河南洛阳市孟
津县马屯公社李岭大队李岭村
（65军194师580团）

3.祁寸金 河南洛阳市宜
阳县柳泉公社元村大队元村

4.路黑子 河南洛阳伊川
县酒后公社辛庄大队辛庄村
（67军200师598团）

5.安振帮 河南汝阳县柏树
公社漫流村（1师2团重炮连）

6.李长发 河南省洛宁县
下峪公社后上庄大队鸡爪凹村
（67军199师592团3营8连）

7.韦清森 河南省洛阳汝阳
县蔡店公社下蔡店大队下蔡店
村（67军200师599团担架连）

8.刘建周 河南省洛阳市
红山公社白湾大队白湾村（第1
军第1师1团2营6连）

9.张狗娃 河南省洛阳市
孟津县朝阳公社姚凹大队姚凹
村（65军195师583团）

10.刘小拉 河南省洛阳市

宜阳县莲庄公社沙坡头村（19
兵团1军1师侦察连）

11.陈贵生 河南省新安县
石井公社台上大队刘洼村（1军
2师4团担架连）

12.王永顺 河南省新安县
五头公社

13.乔不集 河南省孟津县
马屯公社寺院坡大队马家嘴村
（第63军195师584团）

14.焦永福 河南省偃师县
大口公社焦村大队焦村（1军1
师）

15.高法林 河南省偃师县
寇店公社舜帝庙大队舜帝庙村
（188团担架2连）

16.马荣彦 河南省偃师县
寇店公社西庞村大队西庞村
（志愿军63军187师561团）

17. 候书章 河南省伊川
县各在公社张棉大队张棉村（1
军2师6团2营4连）

18.王国富 河南省伊川县
酒后公社南王大队南王村（1军
1师2团1营1连）

19.任顺和 河南省伊川县

平等公社莘营大队莘营村 （63
军187师560团）

20.王进 河南省宜阳县
21.杜孟斌 河南省宜阳县

韩城公社官东大队管东村（10
团1营2连）

22.刘光林 河南省宜阳县
柳泉公社汪营大队上幺村（67
军第200师1营2连）

23.李树山 河南省宜阳县
赵堡公社温庄大队小寨村（1军
1师高炮营）

24.朱天才 河南嵩县阎庄
公社瑶湾村

25.郭玉亭 河南省洛阳瀍
河（回族）洛阳机务段(志愿军
铁道兵）

26.刘秀卿 河南省孟津
县 郑州铁路局郑州机务段司
机长(志愿军铁道兵）

27.杨体均 河南省孟津县
北麻屯公社鸭沟大队班沟村
洛阳机务段(志愿军铁道兵）

28.温文生 河南省偃师县
大口公社山张大队温窑沟村
（200师）

洛阳籍志愿军烈士名单

高考前他突发重病无缘高考
千里之外，爱心人士募集善款为他送来更多生机

摄影爱好者进社区
为居民免费拍全家福寿星照

PPP行业课题组赴伊川宣讲业务

一号之差错失5亿，
郑州老彩民直言毫无遗憾

大乐透5亿大派奖
合买连中三期，奖金近万元

网友“~老虎~”为小超治病送来捐款

在置隆花园
小区中心广场，
多名摄影爱好
者为居民们免
费拍全家福、寿
星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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