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福添彩”活动救助正能量一家人

11岁，临沂市蒙阴县垛庄镇的孩子
张家富，已经开始用自己年幼的肩膀撑
起整个家庭。多年前，张家富的父亲在
北京务工时意外跌落，后患上脊髓炎肢
体逐渐瘫痪。大约从2018年开始，张家
富就时断时续跟着到医院照顾父母。
2020年5月，高位截瘫的父亲和先天性
心脏病的母亲双双入院，家庭的担子一

下落在了当时仅仅11岁的张家富一人
肩上。

父亲的四肢和身躯不能长久一个
姿势，需要时不时地掰正、翻身，因此张
家富即使在寂静的凌晨，也会迷迷瞪瞪
起床，给父亲翻身。目睹张家富在病房
里忙来忙去，有人问：“这么多活，哪个
最麻烦、最累？”仰着头努力想一圈，张

家富认真地回答：“都不麻烦，都不累，
都得干。”

据了解，张家富的父母除了享受低
保、残疾等政策性救助，还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帮助。张家富也在爱心人士的帮
助下，到临沂市河东区育杰学校就读。

5月12日，山东省福彩中心“为福添
彩”公益救助团队来到张家富父亲的病

床前，为他送来了4000元“为福添彩”慰
问金，希望张家富一家人鼓起生活的勇
气和信心，将正能量传递下去。“这都是
党和政府的关怀啊。”张家富父亲说，

“我不止一次地跟他讲，将来学好了一
定要好好地报答社会，回馈社会，做个
有用的人。”对于未来，张家富曾则表
示，他想快快长大，变得更加强壮，好好
照顾父亲，将来当兵保家卫国。

“为福添彩”公益救助活动旨在帮
助群众克服临时性、突发性的生活困
难，是山东福彩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
具体举措之一。今年，该活动已累计帮
扶26人。 (张建 邱明)

“现在感觉好多了，医院给了很多照顾，费用基本上都免了，很感谢党和政
府，要不是他们的帮助，现在还不知道咋办。”在临沂市蒙阴县福寿仁康医院，
张家富的父亲向省、市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讲述着爱心单位与人士带给自己
的帮助。5月12日，山东省福彩中心“为福添彩”公益救助团队看望了躺在病床上
的张家富父亲，并为他送去了4000元“为福添彩”慰问金。

双色球彩票可以打多期啦！随着人们
生活节奏的加快，对彩票也提出了新的需
求，“多期投注”便是其中一个。多期投注指
的是相同的投注号码连续多期进行投注。

根据彩友们的玩彩需求，省福彩中心
对系统进行了优化，实现了双色球的多期
投注功能，一次可连续投注三期。例如：5月
31日对双色球进行多期投注(3期)，彩票上
“销售期”处分别为“2021060-28”“2021060-
29”“2021060-30”(28、29、30为站点当期流水
号)，“开奖期”处为分别为“2021060 21-06-
01”“2021061 21-06-03”“2021062 21-06-06”。
目前，双色球、七乐彩、3D均可进行多期投
注，双色球一次最多打3期，七乐彩一次最
多打13期，3D一次最多打7期。

彩友需要注意的是，每期彩票务必按
照“开奖期”及时兑奖，以免弃奖。 (赵璨)

好消息！
双色球可以打多期啦！

5 月 1 1 日晚，福彩双色球游戏第
2021051期开奖，当晚全国中出一等奖10
注，每注奖金6796944元。我省潍坊彩友
梁先生 (化姓 )以自选单式的投注方式，
幸运中得其中1注一等奖。近日梁先生在
亲友陪同下，来到潍坊市福彩中心，办
理了大奖登记手续。

梁先生是福利彩票的老朋友了，十
多年前，他的一位“铁哥们”开了一家福
彩站，他说：“我们俩关系非常好，他开
了彩票站，我肯定要捧场呀”。梁先生介
绍，他平日里买的最多的还是双色球，
而且购彩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我通常不会在开奖后刻意去查开
奖号码，大多是下次买彩票的时候捎带

着对一下中奖情况，但这次中奖却是个
例外。”梁先生说，“(开奖的)第二天我起
得很早，心血来潮就查了一下开奖结
果，中奖号码就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号
码，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中了一等
奖。”

中得679万元的大奖，梁先生夫妻并
没有保密，而是大方告诉了身边几位要
好的朋友，并且让他们陪同领奖，一同
分享中奖喜悦，见证幸运时刻。关于奖
金的规划，梁先生说会把大部分用于扩
大自己的生意，其余将用于补贴日常家
用和做一些慈善之事。他相信“多行善
举，必有福报”，今后还将继续通过购彩
的方式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王晓峰 辛丽卫)

“平常心”购彩 幸运彩友收获双色球679万大奖

北大副教授的“吐槽”是一份特别的儿童节礼物

“躺平”的人如何站起来，“数学大神”给出了答案

在日常的生活中，年轻人可以像韦东奕一样，将心思变得简单一些，让生活变得轻松与淡然。要知
道，有些事情想得太多，想得太杂，只会增加烦恼，让自己活得难受和痛苦。换个角度看世界，前方或许
会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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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一男子手提
馒头、矿泉水接受采访的视频
走红网络。在这质朴的形象背
后，隐藏着一个数学系“大神”。
据悉此人名叫韦东奕，痴迷于
研究数学，高中被保送至北京大
学，如今是北京大学助理教授。网
友纷纷称他为超脱外物的“韦
神”。

韦东奕能“火”起来，并不让
人感到意外。且不说他是第49届、
第 5 0 届 国 际 数 学 奥 林 匹 克

（IMO）满分、金牌第一名，同时

也是2013年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
赛华罗庚奖金奖获奖者，单就“韦
东奕不等式”的提出，就让人佩服
得五体投地。

必须承认的是，从专业的角
度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很难追
上韦东奕。但韦东奕身上的闪
光点并不只是数学方面的造
诣，他身上还有不少地方值得
我们学习。

高尔基曾说过，“天才是由于
对事业的热爱而发展起来的。简
直可以说，天才就其本质而论只
不过是对事业，对工作的热爱而
已。”韦东奕的故事，便是这句话
最好的注脚。韦东奕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上小学时，读关于
数学的书是他消遣的一种方
式。据报道，求学期间，韦东奕
在数学方面“付出了持之以恒
的努力”，即便哈佛这样的海外
名校抛来橄榄枝，他也能做到
心无旁骛，留在北京大学专心从
事数学研究。

韦东奕能够做到此，原因并
不复杂。从视频来看，他除了谈论
数学之外，言谈举止甚至还不如
一个普通人。以至于有很多网友
在看视频之初，都认为他是一个

“傻子”。但是对于外在的东西，韦
东奕并不在乎。这表明，他是一个
性格很单纯的人。这样的人有一

个特点，便是心思简单。就像韦东
奕，在他的眼中只有数学，心中只
想搞好数学。

而这正是韦东奕身上最大的
闪光点。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
给年轻人提供的机遇越来越多，
同时，社会竞争也比过往更加激
烈。有些年轻人开始对自己的事
业提不起兴趣，一遇到不如意之
处，便开始抱怨生活太苦，工作
太累。在这种情况下，个别人选
择用“躺平”的方式面对社会。

“躺平”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这
种方式不仅会消解年轻人的斗
志，影响社会的竞争力，还会损
害社会的发展。

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
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方法。比如
有观点便认为，相关部门在制定
政策时，要更多侧重于年轻人的
舒适感受，让他们主观上感到愉
悦与放松。这很必要但只是治本
之策，更为关键的是，“躺平”的
人要自己站起来。

在日常的生活中，年轻人
可以像韦东奕一样，将心思变
得简单一些，让生活变得轻松
与淡然。要知道，有些事情想
得太多，想得太杂，只会增加
烦 恼 ，让 自 己 活 得 难 受 和 痛
苦。换个角度看世界，前方或许
会柳暗花明。

□苑广阔

“不辅导作业父慈女孝，辅导
作业鸡飞狗跳。”近日，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副教授丁延庆一段吐槽
女儿的视频火了，还上了热搜。丁
教授的“现身说法”击中了不少城
市家庭的教育焦虑，甚至引发了
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小
强的“遥相呼应”，因为张小强也
有一个“学渣”女儿，也曾经因为

担心孩子的成绩而陷入教育焦
虑。

虽然最终两位大学副教授、
教授都“放过了孩子，也放过了自
己”，但这件事还是引发了网友们
的热烈讨论。而在我看来，他们对
自己“学渣”女儿的无奈吐槽，实
际上是送给天下父母的一份也许
有些特别和另类，但是仍弥足珍
贵的儿童节礼物。

北大副教授丁延庆，6岁能
够背诵《新华字典》，有“神童”之
称，后来考入北大，留学美国，获
得博士学位，而妻子同样是北大
毕业的高材生，夫妻堪称是妥妥

的“人中龙凤”，但是他们的女儿
成了所谓的“学渣”，用丁延庆自
己的话说，“距离班级倒数第二
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告诉我们
一个什么事实？那就是孩子的天
赋、智商、学习能力等真的存在
很大的差异，我们必须客观面
对，勇于承认。

但是承认之后，并不是要求
我们放弃教育，放弃对孩子的培
养。所谓天赋、智商，可能决定了
他们在学业上无法超越自己的
父母，无法考入父母期望中的名
牌大学，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不
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人才，甚至于

说并不代表他们就不能拥有自
己的幸福人生。孩子这种在智
商、天赋、学习能力上的差异，恰
恰告诉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理
性、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孩子的教
育。

“鸡娃”也是近期一个网络
热词，很多网友都反映，他们小
时候正是被父母寄予了过高的
期待，然后拼命“鸡娃”过，结果
钱花了一大把，最后什么也没有
学成，然后沦为普通人了事。但
正是成为了普通人之后，才让他
们从压力、压抑中走出来，感觉
到轻松，感觉到快乐。最值得庆

幸的是，这些小时候被“鸡娃”过
的人，都纷纷发誓坚决不再“鸡
娃”自己的孩子。

新闻中的两位学霸父亲，最
后也认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丁延
庆决定放弃高压强制，希望能发
现孩子其他方面的优势，成为有
用之才。张小强决定把孩子的学
习交给老师，孩子的成长顺其自
然。家长的这种转变，解放了自
己，也解放了孩子，何乐不为？

两位父亲对自己子女的教育
心得，是值得天下为人父母者，尤
其是那些还在拼命“鸡娃”自己孩
子的家长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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