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彩票中大奖， 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好事，
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居民叶先生却在彩票
中奖后经历了一波三折， 原本是中了5万元的彩
票， 竟被彩票店老板 “狸猫换太子”， 变成了50
元。 近日， 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 叶先生终于拿
回了中奖的彩票。

老板谎称只中了50元
1月16日， 额敏县居民叶先生在路边的福利

彩票临时销售点， 购买了一张2元钱的动物乐园
刮刮奖彩票。 刮开彩票后， 叶先生愣住了， 他发
现自己好像中了5万元。

因汉语水平较差， 叶先生便请求彩票店老板
帮他确认是否真的中了5万元。 拿过彩票后， 老
板张某仔细一看， 发现该彩票果然中了5万元。
心想叶先生不懂汉语看不懂， 张某起了私心， 想
将彩票留下自己去兑奖。

打定了主意， 张某告诉叶先生： “你看错
了， 这不是中了5万元， 是50元。” 叶先生没多
想， 拿上50元就离开了。

家人怀疑彩票被调包
回到家后， 叶先生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把自

己买彩票的经历告诉了妻子和儿子。 在向父亲详
细询问了彩票的情况后， 叶先生的儿子在网上查
询了中奖彩票的相关信息和图案， 叶先生发现，
自己买的彩票刮出的明明是中了5万元的图案。

“爸爸， 你的彩票可能被调包了。” 听儿子这
么一说， 叶某觉得有道理， 于是一家三口来到了
购买彩票的网点， 要求再次确认叶先生当天购买
的彩票。 面对质疑， 老板张某却说彩票找不到
了， 并称叶先生中的就是50元。 张某拿不出彩
票， 这让叶先生更加怀疑自己被骗了， 二人争执
起来， 叶先生选择了报警。

老板拿出2万元欲私了
接警后， 额敏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迅速

展开调查。 在问张某时， 发现其闪烁其词， 一会
儿称彩票找不到了， 一会儿又称彩票已经兑现
了。

而当民警去彩票兑奖中心询问时， 工作人员
却称当天并没有人前来兑换奖金。 民警将张某带
到执法办案中心进一步审查， 通过近一个小时的
教育， 见已隐瞒不了， 张某竟对民警说： “我把
奖金分你们2万元， 就别管这事了。” 民警对张某
进行了批评教育。

随后， 张某交出了藏在身上的中了5万元大
奖的彩票， 还给了叶先生。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据《新疆都市报》 报道

“爸爸和 180 多位伯伯、
阿姨来青海，就是想改变这里
的面貌，让这里的人们生活得
更幸福……”日前，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了一封上海援青干
部刘卫东写给儿子的信。

3 年前，第二批援青干部
182 人从全国各地相聚青海
湖畔、昆仑山下。 他们克服了
重重的工作和生活困难，给当

地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帮助和变化，他们甘于奉
献、 勇于担当的精神令人感
动。

这封家书，充满着对妻儿
的思念与内疚，但更多的是对
那片土地的留恋与不舍。这封
家书一经刊发，感动了无数网
友。 现刊发此信，以飨读者。
（1 月 20 日《人民日报》6 版）

上海援青干部刘卫东和儿子。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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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计划及对象：寄宿制高考复读签
约班理科 2 个，文科班一个，成绩优异的
应届生可以插班。 高考回宁生冲刺班、初、
高中课外精品辅导班。

我们的承诺 1、我校采用小班制授课，
外加小组制辅导， 由校长亲自带领湖北名
师一线教学，确保每个考生都能提高。 2、高
考复读班免费试听满意后签订分数协议，
达不到协议要求我们将全额退还学费。

奖励政策 入学后校方和学生及家长
签订协议，高考被清华、北大录取的同学
直接奖励现金 5 万元， 被 985 和 211 名校
录取的同学奖励 1 万元

免 费 试 听 热 线 ：0971-6331234����
18797383888�（章老师）

咨询地址： 西宁市纺织品大楼对面永
和大厦 A 座八楼

网址：www.6331234.com

理科王学校 2015 年高考光荣榜
姓名 准考证号 分数 提高分数

张梦宇 108155113 605 ��105 分
杨瑾 108154730 592 ��100 分
王玥琪 108150911 582 ��110 分
李萌 108150423 580 ��120 分
马晟 119750722 564 ����70 分
王梦颖 118155226 555 ����55 分
麻鑫 108154912 553 ����60 分
郑博文 108155704 540 ����60 分
李丹 108252307 536 ����50 分

姓名 准考证号 分数 提高分数
马相平 108750313 523 ���70 分
梁博文 108155001 502 ���60 分
李婉君 108253811 474 ���40 分
黄娜 108453207 457 �120 分
刘泽阳 108350219 456 ���85 分
苏延晓 109751613 437 �100 分
乔熠炜 108155604 427 ��80 分
窦国康 104150427���381�� �130 分
张旻娟 108451013���368�����118 分

亲爱的孩子：
这个春节， 爸爸可以陪你下围

棋，带你出去玩了。先给你写一封信，
让妈妈帮着念。 2013 年 7 月，我离开
上海时，你还在上幼儿园，不太懂事。
你也许会奇怪，在你和妈妈最需要我
的时候，我却经常“不定期失踪”，一
年见不到几次。 你老问爸爸去哪儿
了？什么时候才回来？别埋怨爸爸，我
们是去做了一件很值得、也很有意义
的事情。

你现在上小学， 是个小大人了，
很多事可以和你分享了。上海对口支
援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大前年我们
17 个人来到果洛， 我和潘伯伯在达
日县，要工作三年。

你上幼儿园时就喜欢看地球仪，
找中国在哪里，上海在哪里。 我们国
家太大了，一些地方仍比较落后。 你
看，达日在青藏高原，这里海拔超高，
“白云踩脚下，伸手把天抓”。 刚到这
里时，我们这些来自平原的人根本不
习惯。 空气稀薄，气压太低，米饭、面
条怎么煮都感觉煮不熟。睡不着是家
常便饭，到了冬天和春天，不要说爸
爸这些外地人了，当地上班的伯伯也
睡不好，有时一晚上只能睡着一两个
小时。

可是，当地老百姓祖祖辈辈就生
活在这里，爸爸和全国各地 180 多位
伯伯、阿姨来青海，就是想改变这里
的面貌，让这里的人们更“嗨皮”（幸

福）。
你上幼儿园时就接触电脑

了，还可以在网上下棋。可你知道
吗？ 在这里，别
说小孩， 很多
大 人 都 不 知
道电脑、网络

是什么
东 东

（东西）。 我们跑遍全县 10 个乡镇的
学校，发现只有一个图书馆、一个电
子阅览室，而这也是牧区老师和孩子
们的最爱。看着和你年纪相仿的小朋
友渴望了解外界的眼神，爸爸找到上
海奉贤区热心公益的人士，为达日县
5 所学校捐款建起了多媒体教室。 建
成那天， 孩子们激动地点着鼠标，眼
睛睁得大大的，争先恐后地围在一起
看电脑，这比你在围棋比赛中获奖更
让我满足。

在上海，当你生病了，我们把你
送到医院，请很棒的医生看病。 这里
看病可没那么容易，哇加大叔是满掌
乡牧民，几年前得了白内障，后来失
明，再也不能放羊养家。家里缺钱，语
言不通， 他从没走出过达日的大山，
也不知怎么治病。我们到上海新华医
院求助，2015 年 7 月，医院专家和志
愿者带着手术设备来达日， 共做了
30 例白内障复明手术，都成功了。 当
哇加大叔揭开眼上的纱布看到老伴
时， 他笑着流下了眼泪， 不停地说：
“真没想到，看东西能这么清楚，好亮
堂，真感谢上海专家。 ”

这些年，奉贤区医疗专家团共为
2000 名牧民进行过义诊， 捐了很多
医疗设备、药品。 上红科乡卫生院已
有 40 多年，比爸爸的年纪还要大，过
去很破旧，经过支援项目改建后完全
变了样，院长昂保伯伯说：“有在梦里
的感觉。 ”

上海的夜晚到处灯火通明，彩灯
五颜六色。果洛一些地方供电还不正
常，一些办公室经常停电，开不了电
脑，发不了传真，手机充电都是难题。
停电后，我们要用发电机发电，灯泡
一会儿明一会儿暗。这时大家赶紧聚
到一起给手机充电，打开电脑处理工
作。 当然，现在用电正逐步改善。

在你看来，上海够大吧？ 达日的

面积比两个上海还要大， 到处是大
山， 从县城坐车到最远的下红科乡，
一趟就要大半天。在乡镇工作的叔叔
阿姨到县城开会要跑山路， 也很危
险。 为了让他们少跑路，我们从上海
奉贤区争取援助，建成网络视频会议
系统，这在果洛可是第一个！

青海牧区的酸奶可好喝了，为了
让牧民伯伯多卖钱，我们帮直却村建
起专业合作社养奶牛，前年年底第一
次给 136 户社员“发红包”，平均每户
7800 多元，伯伯们像过节一样开心。

我们在果洛修路改水、建学校和
医院，这里的条件越变越好，前面说
的只是一小部分。

孩子，你出生时早产，身体单薄。
两年多来，爸爸很少陪你。前年 11 月
的一天， 你半夜发高烧接近 40 摄氏
度，把妈妈急哭了，赶紧把你送到医
院。我在果洛也很担心，却顾不上你，
觉得对不住你和妈妈。

我们节假日很少回去，第一年国
庆节， 展今今姐姐来青海看爸爸，给
我们唱了一首她自编的歌：“爸爸没
有休假，请北风捎来几片雪花；爸爸
放心不下， 请雪花看看他的娃娃；娃
娃的眼睛眨也不眨， 等着爸爸回家。
青海是个高原的地方，那里还在下雪
吗？ 走在山路上千万要当心呐。 出去
三年不要牵挂， 一人在外注意身体，
女儿会好好地学习，快快长大；女儿
特别特别地想您，盼望着我们全家团
聚的那一天……”当时许多爸爸都听
得落泪了。 孩子别担心，我们在这里
挺好的，你和妈妈不要牵挂。

你是个男子汉， 等你长大了，首
先要自食其力，要是能帮助更多人就
更好了， 相信你会理解现在的爸爸，
将来也会更棒！

爱你的爸爸
2016 年 1 月于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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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上海援青干部写给儿子的家书感动无数网友

“孩子，别怪爸爸不定期失踪”
男子中奖彩票
被店老板调包

5万元变 5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