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寨社区广场文化!动"起来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

员 谢灵义"

!"

月
##

日# 街灯初

亮#在商水县黄寨镇中心社区的

文化广场上#已是舞曲悠扬$ 数

百名社区居民随着乐曲翩翩起

舞#他们个个激情饱满 #热情高

涨$ 人群中既有年过七旬的白发

老人#也有
!"

多岁的孩子$

在广场上不远处 # 一支
!"

多人的腰鼓队正在演练$ 她们不

断改变着鼓点#转换着队形$ %社

区广场文化活动真是太好了#为

我们老年腰鼓队提供了良好的

演练场地#我们这只腰鼓队年纪

小的
$%

岁#年纪大的
&'

岁$ 每

天演练
!

至
#

个小时#既提高了

技艺#又娱乐了群众$ &队长兼教

练王芬兰年龄最大# 满头白发#

一阵激烈演练下来# 脸不变色'

气不喘$ 她喜悦地告诉记者$

在一曲终了短暂休息时#记

者趁机见到了领舞的曾素英$ 她

告诉记者#她参加跳舞也就几个

月的时间 # 是镇里拿钱请的老

师#买的音响 #起初在镇文化站

院里教 #几十个人跟着学 #后来

人员越来越多#活动场地从文化

站院里挪到了中心文化广场#现

在每天参加活动的有五六百人#

人员还在不断增加$ 大家不为别

的#就是蹦蹦跳跳#图个欢乐#也

锻炼锻炼身体$ 现在吃得好'住

得好了#连文化生活也和城里人

差不多了$

据黄寨镇镇长张燕介绍#目

前黄寨镇规划的
(

个新型农村

社区已有
%

个动工建设#

)

个社

区一期工程去年已经完工#

!!""

多户
%"""

多农民入住新型农村

社区$ 为了缩短城乡文化差距#

镇党委'镇政府注重加强了新型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

个新型农

村社区已建成文化广场$ 中心社

区率先组成了健身舞队 ' 腰鼓

队#每月至少放映一场电影或举

办一次文艺演唱会#使新型农村

社区居民享受到与城里人一样

的文化生活# 以此温暖人心#推

进新型农村社区和谐发展'快速

发展$

!衣恋慈善阳光班"授牌
#""

名贫困学子每人每学年获
#"""

元资助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 %非

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现在我再

也不用担心学习之外的事情 #

能够专心学习了$ 以后我会更

加努力学习# 在自己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帮助有需要的人$ &

!"

月
#'

日 # 在郸城一高举行的

%衣恋慈善阳光班 & 授牌仪式

上#受助学生代表小顾说$

%衣恋慈善阳光助学&项目

是中华慈善总会与衣恋集团合

作#由各受助省'市'区慈善总

会与受助学校共同开展的为救

助贫困高中生继续学习的爱心

助学项目$ 目的是帮助品学兼

优#初中学习成绩优秀#却因家

庭生活贫困# 无力进入高中的

应届初中毕业生顺利入学 #持

续资助至完成高中学业$

%根据受助学校的实际#该

项目采取集中开办(衣恋慈善阳

光班)!每班
%"

人"# 或分散各

班'集中管理相结合的形式#由

捐赠方资助每人每学年人民币

#"""

元#用于学生必要的学习'

生活支出$ &市慈善总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需要 #首批 %阳

光班&分别设在商水二高'淮阳

一高'项城一高'郸城一高$

家住郸城县?北办事处胡

庄的秋月# 姐弟三人# 母亲残

疾#父亲身体也不是很好#一个

星期前的一场大火使原本贫困

的家庭更加困难$ %有了你们的

帮助# 我的孩子能够安心学习

了#谢谢
*******

&当日下午#看到衣

恋集团的工作人员来家里慰

问#秋月的父亲激动地说$

衣恋集团代表高宽卓表

示#周口贫困学生相对较多#资

助贫困生是一个企业应尽的义

务#今后#他们将扩大对周口贫

困生的资助$

据悉#接下来#%衣恋慈善阳

光班&将分别在淮阳一高#项城

一高'商水一高举行授牌仪式$

首个!童缘爱心屋"

落户路庄小学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

月

!+

日下午#由周口爱佑公益志愿

者协会发起的第一个%童缘爱心

屋&在周口经济开发区路庄小学

建成#该校
#""

多名学生再也不

用为课余时间读不到好书而发

愁了$

当日下午#周口爱佑公益志

愿者协会满载着饱含企业和读

者爱心与希望的图书和文体用

品#来到路庄小学$ 看到汽车拉

了那么多礼物 # 学生们蜂拥而

至$ 得知这些礼物都是有爱心的

叔叔' 阿姨和小朋友们送来的#

学生们十分高兴$

该校教务处主任万世英介

绍 # 学校
%",

的学生是留守儿

童#由于经费不足 #他们很少有

机会能够接触到课外读物#课余

生活也相对单调$ %有了这个(爱

心屋)# 学生们的业余生活也会

丰富起来$ &万世英说$

%在调查走访中# 我们了解

到了路庄小学没有图书室#且学

生阅读情况不佳#与同龄学生在

课外阅读上存在差距$ 于是#我

们发出倡议#组织捐赠 (童缘爱

心屋 )#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

应$ &一志愿者告诉记者#许多爱

心人士积极参与#有些市民捐的

都是新书$ 除此之外#市区一家

俱乐部还捐赠了乒乓球' 跳绳'

羽毛球等价值
'"""

元的文体用

品$

周口爱佑公益志愿者协会

负责人介绍#建立%童缘爱心屋&

主要是为了丰富我市农村小学

生的课余生活以及扩大学生的

阅读范围$ 他呼吁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进来#将家中不用的适合孩

子阅读的书籍捐赠出来 #为 %童

缘爱心屋&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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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人开展趣味比赛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李一"

!"

月
#$

日#是河

南省第十五届环卫工人节$ 为庆祝'宣传这

一节日#展示城市美容师的精神面貌#丰富

他们的文化生活#

!"

月
#)

日上午# 市环卫

处组织工人开展趣味比赛活动# 扎扫帚技

能比赛'套圈'下象棋'拔河**通过丰富

多彩的活动#环卫工人不但玩得高兴#而且

还收到了牙膏'洗发膏之类的节日礼品$

当日上午
(

时#记者在市环卫处看到#

院子里已经有不少环卫工人在进行各种比

赛$ 其中拔河比赛现场围满了人#伴随着裁

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只见场上双方

队员精神抖擞'剑拔弩张#场下一片欢腾#

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 比赛结束后#不论输

赢#双方队员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而一旁的套圈比赛更是让环卫工人们笑得

合不拢嘴$ 刚刚领到奖品的一名环卫工人

说
-

%大家聚在一起玩玩乐乐#特别开心$ &

市环卫处马主任说+ %这些健康有益的

趣味活动的开展# 不仅活跃了职工的业余

文化生活#增强了大家体育锻炼的意识#同

时又培养了职工善于竞争' 积极进取的优

良品德# 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自豪感与集

体荣誉感$ &

市城管局组织走访慰问特困环卫工人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

月
#)

日上午#市

城市管理局组织人员走访慰问了特困环卫

工人#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环卫工人杨琳今年
)$

岁# 是一位尿毒

症病人#现在和丈夫'孩子暂时租住在西大

街的一条小胡同里$

(

年前#家人为了给她换

肾#把房子卖了#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目

前杨琳的身体状况良好#但平时仍需服用大

量的排异药物# 经医保报销后还有
#"""

多

元的医药费要承担#全靠下岗多年的丈夫四

处打零工维持#这对于杨琳家来说#无疑是

一笔庞大的开支$ 为此#市环卫处领导曾多

次号召干部职工为其捐钱捐物$

市城管局局长李辉一行在杨琳的家中#

详细询问了杨琳的生活情况#并送上慰问品

和慰问金#也送去了节日的祝福$ 李辉叮嘱

杨琳+%要照顾好身体# 树立战胜病魔的信

心$ 有困难要向组织反映#市城管局和环卫

处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们$ &%自从患了病以

后#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非常关心#年年照顾#

有领导'有组织的关心#我相信没有过不去

的困难$ &杨琳非常感激$

随后#市城管局领导又来到特困环卫工

人王德力和马国民家中进行了慰问$

喜迎环卫工人节 市法院开展首届
孝德模范评选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普淑娟 "

!"

月
#'

日上午#为进一步弘扬中

华传统美德# 在全市法院形成

孝敬父母' 关爱他人' 敬业奉

献' 回报社会的良好氛围 #在

#"!#

年重阳节来临之际# 市法

院开展以 %关爱老人# 孝敬父

母#做让父母放心'让群众满意

的好法官& 为主要内容的孝德

模范评选活动#

!$

名干警被评

为全市法院首届孝德模范$

据了解# 为确保活动取得

实际效果# 市法院专门成立了

评选领导小组和评审委员会 #

事先下发了 ,在市法院开展孝

德模范评选活动实施方案-#对

评选活动的指导思想' 评选原

则' 评选范围和评选程序作出

了具体规定$ 通过广泛宣传发

动# 全市两级法院干警踊跃报

名#积极参与#领导小组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采取审

核材料'干警座谈'问卷调查 '

社区走访等形式#对
(+

名推荐

对象进行了实地考察' 优中评

优$

经过认真评选 #

!$

名干警

脱颖而出# 被评为全市法院首

届孝德模范$市法院斥资
!*$

万

元# 为获奖干警每人发放一辆

自行车作为奖励# 并要求全体

干警以评选出的孝德模范为榜

样#大力弘扬政法核心价值观#

引导广大干警感受道德力量 #

积极进取#扎实工作#用优异的

工作业绩回报父母'回报社会#

助推全市法院工作再上新台

阶$

义演近十载 只为百姓乐
!

记者 李瑞才

近几年来#在市区活跃着一

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戏曲团体#

#"

多名戏迷爱好者是其主要成

员#这些人员大都是退休的老年

人$ 每天一大早#周口人民公园

内的凉亭就成了他们的舞台#表

演者也全是自发参与的群众$ 虽

然没有华丽的演出服装和炫目

的灯光#但围观的群众还是把凉

亭周围的空地给挤得满满的$ 豫

剧'越调'太康道情#一段接着一

段 #演员们表演投入 #观众们看

得专注 #戏曲声 '欢笑声此起彼

伏#响彻着公园的上空$

%这群老年人坚持义演已经

有些年头了 # 以前在五一广场

唱 # 一年四季从没无故停下来

过**&

!"

月
#'

日早
&

时# 记

者一走进人民公园 # 便在大门

西侧的凉亭里看到了他们的身

影 $ 看到记者来采访 # 围观的

群众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起来 +

%听说 ,情系梨园- 栏目全年的

总擂主就是在这里唱出来的 &#

%唱得真好# 那个拉二胡的就是

带头人甘海成**&

%老人们需要热闹#我们需要

掌声#也算各取所需吧. &今年
%+

岁的甘海成原是周口日报社印务

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 自小就喜

爱文艺#

!"

岁便开始练起了拉二

胡$甘海成说#二胡是所有乐器中

最难学的一种# 但认死理的他却

不信这个邪#在求学和工作期间#

只要一有空# 他便会抱着二胡拉

个不停#可以说到了忘我的地步#

走到哪#拉到哪#一拉就是
)"

年$

#"")

年#退休的甘海成联系了几

个热爱文艺的老哥们儿# 开始了

自己的义演之路$据甘海成回忆#

记得刚开始组队时# 乐队的一部

分成员还是外行#虽然喜欢戏曲#

对乐器却一点也不懂$ 在他和其

他老乐师的指导下# 这些老戏迷

爱好者是边学边练# 渐渐地成了

义演团队的中坚力量$如今#有好

几个老人已成为周口的 %弦乐高

手&'%戏曲大师&了$

甘海成说#退休搭班以来#能

与一帮子戏友们聚在一起练唱#

既提高了自己的演唱水平# 又陶

冶了情操#在自娱自乐的同时#还

吸引了众多的戏迷朋友前来学习

切磋#给自己带来的是快乐$

近几年来# 这个义演团队斩

获过不少荣誉# 也不断有人登上

了 ,周末一元剧场-',情系梨园-

和,梨园春-的大舞台#受到广大

观众们的赞赏$他觉得#他只是为

喜欢唱戏的人提供了一个展示的

平台#为害怕孤独'喜欢听戏的老

年朋友们提供个热闹平台# 应该

算是个双赢的关系$ 只要老人们

喜爱听#他们能拉动'唱动#这个

团队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榜书老人"两创吉尼斯纪录
!

记者 张洪涛

一个%福&字竟然由
(

个不

同的字组成$ 继创下世界最长

榜书%剑 &字吉尼斯纪录后 #我

市退休干部金中海创作的另外

一幅榜书作品又创下了世界最

多字组合成的%福&字吉尼斯纪

录$ 昨日#记者见到了这位两度

创造吉尼斯纪录的花甲 %榜书

老人&$

今年
$(

的金中海多年来

潜心钻研榜书# 其书写的一幅

长
(

米 '宽
!

米的 %剑 &字榜书

作品创下世界吉尼斯纪录 #并

获得由世界纪录协会颁发的证

书 # ,周口晚报 - 曾于
&

月
#'

日#在特别报道版以,花甲老人

榜书创吉尼斯纪录- 为题进行

报道#引起市民广泛热议$

当日上午# 记者来到金中

海老人家中#说明来意后#老人

双手捧出精心创作的 %福 &字 #

不仔细观察还真看不出眼前的

%福 & 字和其他福字有什么不

同$ 随后#金中海老人解释说#

%福&字由日'月'多'子'才'寿'

田' 女
(

个不同的字组成 !如

图 "#其左半部下方为 %子 &#右

半部上方为 %长&# 取消右半部

上头观为%多&#右下部为%女&#

寓意为多子多女有长福$

%今年
&

月份的一天#我正

在家中练字# 忽然接到世界纪

录协会工作人员的电话# 让申

报吉尼斯纪录. &金中海介绍#

在电话那端# 世界纪录协会工

作人员认为他创作的 %福 &'

%虎&'%龙&等作品很有特色#并

鼓励他进行申报$ 接到电话后#

金中海决定# 把自己精心创作

的 %福 &字作品送去申报 #没曾

想在今年
+

月份竟然收到了由

世界纪录协会颁发的吉尼斯纪

录证书#这让他喜出望外$

%我创作的
(

米长的 %剑&

字作品已经获得了吉尼斯纪

录 #成为世界上最长的 %剑 &字

榜书作品 #如今 %福 &字榜书再

次获得吉尼斯纪录# 成为世界

最多字组合成的 %福 &字 #这对

我一个
$"

多岁的老人来说简

直不敢想象啊. &金中海说#自

从获得了吉尼斯纪录# 来家中

求字的人络绎不绝# 其中一位

甘肃的老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他

创作的榜书作品后# 专门坐飞

机赶到周口# 找到他要求写幅

字带回甘肃$ 见到老人风尘仆

仆地来求字#他感动之余#一口

气给他写了
'

幅作品让老人带

回甘肃$

%自从获得了吉尼斯纪录#

大约已经有
#""

多人来到家中

求字$ &金中海告诉记者#今后#

他还会坚持练习榜书# 虽然得

了腰肌劳损# 可这也没有阻挡

住练习榜书的脚步# 仍然坚持

练习$ 谈到今后的打算#金中海

老人说#下一步#他准备把自己

创作的%佛&'%虎&'%神&'%龙&等

几个榜书作品送到世界纪录协

会#继续申报吉尼斯纪录$

川汇区各办事处何时涨工资"

市民张先生#

!"#$$$$$$$$

$!我是川汇区居民#在川汇区南

郊办事处!原南郊乡政府"工作
!"

多年了$ 今年
&

月份全市涨工

资#亲戚%朋友们都或多或少涨了工资#唯有办事处没有涨$我去办

事处财务部门咨询#财务部门仅仅介绍说没有拨这笔钱#也不清楚

为何没有涨$ 我咨询各县办事处的朋友# 大家或多或少也涨了工

资$ 为何川汇区办事处没有涨工资& 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予解答$

关于%田地里的变压器到底归谁管&的热线回复

!"

月
#)

日#本报报道了,田地里的变压器到底归谁管/ -后#

记者联系了淮阳县电业局# 该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

年该村安装变压器时#电力部门仅负责安装#安装位置由行政村负

责协调$ 如今租用期限已过#他们将与陈洼行政村结合#商议补偿

款项$

最美夕阳红

!

为迎接市二运会盛大开幕 #

各相关环节都在紧张有序地准备

中$

上图!来自市卫校
$""

人表演

的舞蹈'秋水伊人(正在体育场现

场排练$

左图!体育场施工方正在加紧

安装部分剩余座椅# 保证按时交

工$

!记者 王映 摄"

紧锣密鼓

迎二运会

八旬老人轻生跳河 热心市民奋力相救
本报讯 !记者 李一" 昨日上

午# 记者辗转找到了勇救跳河轻生

老人的市委老干部局工作人员蒋成

辉$ 面对记者的采访# 蒋成辉连称+

%真的没有什么#我是有能力救人的$

要是你在现场#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

月
#"

日傍晚# 蒋成辉正在

滨河公园八一大道西侧约
#""

米处

锻炼#突然看到距岸边
)

米多的水

中#有人在不断地挣扎着 #危险时

只露出后脑勺儿$

%别往里去了**&见此情形#

蒋成辉一边靠近河岸高声呼喊#一

边连忙往岸边跑去$ 到了岸边#他

飞快地脱去衣服# 一头扎进河中#

向落水老人靠近$ 在靠近老人后#

他发现# 老人已经没有力气挣扎#

渐渐向河底沉去$ 蒋成辉拽住老人

的衣领奋力把他向岸边拖去$ 到了

岸边 #由于有泥泞#老人也十分不

配合# 蒋成辉只得向岸边呼救#随

后下来两位好心的市民#一起把老

人拖了上岸$

上岸后 #经过了解得知 #老人

已经
((

岁了#是漯河市人#因为对

生活没什么信心要跳河轻生 $ 随

后#警方赶到将老人带走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