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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通讯员

王海生" 一女大学生发现手机被

盗#没大喊$抓贼%#而是与同伴一

道悄悄跟踪窃贼# 并伺机报警#喊

来保安#将窃贼堵在了死胡同内&

!

月
"#

日# 窃贼王某因涉嫌盗窃罪

被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去年
!"

月
"$

日下午
%

时许#

周口师范学院女大学生郑某等
$

人在市区荷花市场东门公交车站

牌处等车时#郑某的手机被一男子

盗走#

$

名女大学生一边跟踪一边

悄悄报警& 该男子见失主跟踪#慌

不择路竟拐进一死胡同& 就在男子

掉头拐回来时#机智的女大学生立

即叫来附近保安#合力堵住窃贼的

去路& 该男子见无路可逃#顺手将

郑某的手机扔掉& 这时#接到报警

的荷花路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将

窃贼抓获& 随后#民警在窃贼身上

又搜出一部手机和一个内有
!!&&

元的钱包& 经查#这两样东西#也是

这名男子当天下午在荷花市场分

别扒窃来的&该男子姓王#

$!

岁#商

水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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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彭秀英是淮阳县王

店乡祝寨村打鸡园自然村一位普

通的农村党员&

"&!"

年
'

月#为从

疾驰而来的汽车前救出一名男

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她$用生

命拯救生命%的壮举#践行了为党

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 #谱

写了一曲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正气

之歌&

事迹回放!

"&!"

年
'

月
"%

日#

彭秀英老人如往常一样做着早

饭& 将近
!!

点# 彭秀英老人让孙

女在百货店前玩耍 # 自己到
!&%

国道边去卖蒜& 繁忙的
!&%

国道#

来来往往的机动车不时从行人身

旁疾驰而过& 彭秀英站在国道西

侧# 与收蒜人脸对脸# 看秤' 算

账' 点钱& $救人((% 收蒜青

年突然从嗓子眼里炸出一声喊 #

彭秀英一激灵# 顺着他的眼光看

去 # 只见一个两三岁模样的男

孩# 不知何时跑到了路中央# 一

辆红色大货车正向孩子呼啸而

来& 孩子吓呆了# 直愣愣地站着

不动 # 眼瞪着大卡车不断逼近 &

说时迟 # 那时快 & 彭秀英扔下

筐# 拼尽全力冲向小男孩& 发现

前方有人 # 货车司机急踩刹车 #

可是巨大的车身依然乘着惯性前

冲# 双排轮胎在柏油路上擦出了

十多米的胶皮黑印((小男孩得

救了# 彭秀英却失去了宝贵的生

命& "记者 赵金 整理"

编辑点评! 上前一步是死!后

退一步是生" 在生与死的一瞬间!

有着多年党龄的彭秀英老人做出

的选择是上前一步! 推开
$

岁男

童!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滚滚车轮"

小孩得救了! 而她却把生命化作

天边一道美丽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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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杜明祥#鹿邑县赵

村乡杜庄村一名普通的农民 #入

选$中国好人榜%#先后获得$周口

市第二届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奖%'

$全国第三届道德模范提名奖%等

荣誉&

事迹回放!由于父母早逝#杜

明祥和弟弟杜明堂从小相依为

命&

!('#

年冬#

!'

岁的杜明堂患上

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由于

当时家境贫困' 耽误了治疗# 一

年后杜明堂便瘫痪在床# 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 连翻身' 吃饭都得

依靠别人& 几十年来# 杜明祥几

乎每天早
%

时起床 # 第一件事 #

就是给弟弟洗脸# 然后为他换上

干净的衣服 & 每顿饭做好之后 #

杜明祥总是先喂弟弟# 然后自己

才吃& 为了让弟弟舒服些# 杜明

祥每隔几天都会给弟弟擦身子 &

'&

多年如一日# 杜明祥以自己不

离不弃' 悉心照顾瘫痪弟弟的大

爱成为全市人民的道德楷模# 给

当今世人演绎了一段感人肺腑的

人间真情# 其精神和事迹被各级

新闻媒体报道后# 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

"记者 窦娜 整理#

编辑点评!半个世纪的光阴过

去了!岁月改变了他的容颜!却改

变不了那份浓浓的兄弟情" 他照

顾瘫痪在床的弟弟!不离不弃!用

执着和爱心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 演绎了一段感人肺腑的

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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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赵玲#女#汉族#中

共党员#本科学历&

!(($

年毕业于

河南省艺术学院# 同年分配到河

南省豫剧三团工作 #

!(()

年调到

淮阳县城关镇北关小学任教 #现

从教于淮阳县文化艺术学校& 她

前后收养了
'&

名孤儿并照顾他

们生活# 让他们能享受与其他孩

子同等的教育&

事迹回放!

!((#

年#她与河南

省职业艺术学院合作创办了河南

省淮阳文化艺术学校# 并担任校

长&

"&&%

年初#赵玲通过县民政部

门收养了县城附近的
*

名孤儿 &

赵玲把他们当亲生孩子一样看

待#给他们买衣服'书包等生活学

习用品& 其中孤儿朱帅坤经过一

年的培养成为国家著名一级演员

王善朴老师的第四代弟子&

为了让那些贫困家庭的子女

特别是失去父母的孤儿# 能享受

到与其他孩子同等教育的机会 #

就在学校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

下#赵玲与丈夫刘建伟商定后#又

收养了
)&

多名孤儿# 截至目前学

校共收养孤儿
'&

名& 这些孩子在

校学习期间# 学校没有收取任何

费用& 在校领导的关怀和教师们

的辛勤培育下# 这些孩子感受到

了学校大家庭的温暖# 增强了学

习和生活的自信心# 培养了生活

的自理能力# 彻底消除了失去父

母的孤独感和自我封闭意识 #重

新找回了生活的自信和勇气& 每

当看到了这些# 赵玲还是当初说

的那句话 ) $只要孩子们知道学

习#生活上有所改善#再苦再累我

也值得了& % "记者 李一 整理$

编辑点评!不是骨肉!但都是

她的孩子" 她用柔弱的双肩!为孤

儿撑起一片晴空# 她用爱心的烛

光!为孤儿照亮人生之路" 在生活

的海洋中! 她打造了一艘爱心之

舟! 把孩子们从这里送往幸福人

生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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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丁令钦#

%$

岁的老

党员# 鹿邑县邱集乡武平城丁庄

村退休村党支部书记&

事件回放 )

"&&#

年
!!

月
!)

日深夜
!"

时许 #

'

名歹徒驾驶一

辆面包车窜至武平城进行抢劫 &

一名歹徒望风#

)

名歹徒潜入村民

孙芳振的门市部# 恐吓住孙芳振

不许他吱声#然后洗劫了
!""

多元

现金和两部手机'

#

桶食用油& 之

后# 歹徒又逼着孙芳振去后面的

家里拿 $大钱 %#孙芳振趁机跑出

门市部#并大喊$抓贼%& 与孙振芳

相隔
$

户的丁令钦听到喊声后 #

来不及穿上外衣和鞋子# 赤脚从

屋内跑了出来# 捡起砖头砸烂了

歹徒驾驶的面包车玻璃# 并同他

们展开殊死搏斗& 最后村医为丁

令钦包扎时发现# 丁令钦头部有

一条长达
%

厘米的伤口# 连续缝

合了
!

针才止住了血* 左脸颊伤

口长
$

厘米#深可见骨*左耳根后

侧有一个蛋黄大小的肿块* 内衣

全部被鲜血染红& 他的义举经媒

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

年他被中央文明网评为 $中

国好人%#

"&!&

年他再次获得周口

市第二届道德模范奖# 荣获见义

勇为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记者 马月红 整理$

编辑点评! 在群众最需要的

时候!他站了出来" 面对穷凶极恶

的歹徒! 这位花甲老人浑身上下

身上透出凛然正气" 他再一次向

世人证明了$邪不压正%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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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唐合理#男#汉族#

$(

岁# 周口联通公司扶沟营业部

开发经理&

事件回放!

"&&%

年
%

月
"(

日

深夜
"

点
$&

分左右# 他在前楼营

业厅值班#睡梦中听到有撬门声#

发现是窃贼偷盗隔壁的东西 #他

来不及穿衣服就从床上一跃而

起 #出来制止窃贼 *面对歹徒 #他

毫不畏惧#歹徒凶相毕露#从腰间

掏出匕首#指向唐合理#为了抓住

窃贼他死死地抱住窃贼不松手 #

并奋力与歹徒搏斗#他的胸部'腹

部'眼部被刺
)

刀#唐合理感到眼

部灼痛 #胸部 '腹部剧烈地疼痛 #

热血往外涌& 与歹徒搏斗的声音#

惊动了住在后边宿舍楼内唐合理

的妻子# 其妻穿好衣服从房间里

出来#看到丈夫满身是血#她立刻

冲上前去# 两人一起与歹徒进行

博斗#歹徒狠狠地向她的臂上'肩

上猛扎
$

刀# 夫妻二人的鲜血瞬

间染红了整个楼道& 十多分钟后#

歹徒被闻讯赶来的群众抓获 &

"&&*

年#他被中共周口市委'周口

市人民政府评为先进个人& 他荣

登
"&&#

年$中国好人榜%&

!

记者 马月红 整理
"

编辑点评! 罪恶的匕首在他

身上留下道道伤痕! 但他毫不退

缩& 是什么让他如此勇敢
+

是什么

让他奋不顾身' 是那沉甸甸的两

个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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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张明春 #男 #

'&

多

岁# 周口市扶沟县城郊乡罗沟小

学教师&

事迹回放!

"&&*

年
)

月
!&

日

下午
'

时左右# 张明春在下班路

上看见几名社会青年正在对几名

学生围追殴打# 并且一名已被打

倒在地& 他当即上前厉声呵斥#行

凶者仓惶逃窜& 回到家#张明春仍

感心神不宁#$我应该送孩子们回

学校%& 于是#张明春再次返回现

场& 果然#那帮无赖见呵斥他们的

人走了# 就再次对那些惊魂未定

的学生进行殴打和抢劫&

发现歹徒又在行凶# 张明春

怒火中烧 ) $住手 # 不准殴打学

生+ %丧心病狂的歹徒立即把矛头

对准了张明春# 一名歹徒从身上

掏出了匕首& 接着#他的头部'背

部' 左上臂等处被连刺
%

刀((

顿时# 张明春血流如注# 昏倒在

地& 那一刻#他想到的只有学生&

事迹传开#当地百姓称其为$有正

义感的人%$爱生如子的人%&

)

月#

扶沟县教育系统开展了向其学习

活动&张明春荣登
"&&#

年$中国好

人榜%&

!

记者 马月红 整理
"

编辑点评! 他不但是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 也是学生们的保护

神& 讲台上!他用知识的营养浇灌

祖国的花朵#讲台下!他用坚强的

臂膀庇护着学生的平安& $没有爱

就没有教育& %他用鲜血和汗水践

行着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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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

年
$

月#张力

丹还是淮阳中学高二
,"%-

班的学

生& 她捡拾万元巨款不动心'完璧

归赵交还失主的行为# 受到社会

广泛的赞誉&

事迹回放 !

"&!"

年
$

月
!!

日#适逢星期天下午#淮阳中学高

二!

"%

"班学生张力丹从家中返回

学校& 在县城北关平交道南侧的

马路上#她捡到一个黑塑料袋#打

开一看# 里面有一沓崭新的百元

大钞#经清点#是
!

万元钱& 张力

丹在原位置等待失主
!

个小时

后#仍未见有人前来认领& 急忙赶

往学校# 把捡到的现金交到了班

主任处&

$

月
!"

日上午#校方几经

辗转#终于找到了失主& 面对失而

复得的万元现金# 失主张小花激

动不已& 翌日#按捺不住感动之心

的张小花立为张力丹所在的淮阳

中学赠送了一块匾额# 上书)$雷

锋精神 #淮中传扬 #拾金不昧 #品

德高尚%

!%

个大字 # 然后送到学

校# 感谢学校培养出了这样一名

好学生&

为表彰张力丹同学高尚的道

德情操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淮阳

中学团委会决定对张力丹同学拾

金不昧的行为予以通报表扬 #并

号召全校学生向她学习& 同时张

力丹同学还被团县委授予 $雷锋

式好青年%荣誉称号&

"记者 赵金 整理$

编辑点评!面对巨款!毫不动

心!诚实守信的种子!在她幼小的

心灵中生根发芽& 这个花季少女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河南人形

象做出了精彩注解! 也为我们全

面了解新时期青年的价值观提供

了生动样本&

交警应严查出租车遮挡车牌行为
来先生"电话号码!

#$%&&&&&&&&

$!我是外地人!到鹿邑县去

办事!晚上
!&

点左右在鹿邑县汽车北站下的车!正准备乘坐出租车

的时候!我发现!在车站门口等候拉乘客的出租车有一半以上都把车

牌号用东西遮挡起来!有的用纸板)有的有光碟&这是怎么回事!今年

实施的$新交规%不是明确指出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号牌

的!要一次性扣
!"

分吗!这种情况难道没有人看见吗!为什么没人

管' 晚上一个人乘车本来就不安全!如今车主又把车牌遮挡!如果发

生什么意外怎么办'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此事进行暗访!确保乘客的

乘车安全& "记者 窦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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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张丽娟"$今天表彰的
%%

名道德模

范都是来自乡村'得到群众认可的

典型& 他们的事迹感人'境界动人#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 在他们身上洋溢着爱心的光

辉# 体现着道德的力量((%

!

月

$!

日# 在商水县张庄乡
"&!"

年道

德模范表彰会上#该乡党委书记王

东星号召全乡干群以道德模范为

榜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

化为社会群体意识 # 向社会传递

$正能量%&

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是张庄乡大

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深化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项具体实践# 至今已连

续举办两年& 活动以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 通过挖掘干

部群众身边的$模范% #以典型力量

引领道德风尚'促进社会和谐#不断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为建设$繁荣'秀美'文明'和谐%

的张庄提供有力的思想道德支撑&

去年
!&

月份#张庄乡以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

亲为评选标准#经过认真投票推荐#

经严格审核把关'反复筛选#最后选

出了
%%

名道德模范&

Nj��������

!

杜放光

近日!商水县电业局百名民情

联络员深入乡村!提前为即将返乡

的
$&

万农民工印制用电联络卡 !

明确本辖区业务负责人和故障抢

修人员的姓名)联系电话等 !一旦

有了相关需求!即可直接与当事人

联系!受到群众好评&

时下!社会在加快发展!百姓诉

求逐渐趋于多元& 以往传统的经营

模式和服务理念! 已与时代渐行渐

远& 服务创新正全面融入百姓生活&

当前!是进入迎峰度冬的关键时节&

企业靠什么提升品牌!抓住客户'归

根到底!靠的是细节!是服务& 要正

视百姓的需求!思维方式由$硬性%

变$软化%!服务由$粗放%转为 $精

细%& 最好的办法还是要沉下身子!

与百姓面对面交流! 为百姓 $点对

点%服务& 要走入千家万户!听取百

姓的心声和期盼! 不能只限于发布

信息的单向传播!更重要的是互动!

要有针对性解决难题&

当然!$点对点%服务不是一蹴

而就的& 只有从细处着手!小事着

眼!才能以人为本让百姓得到贴心

的帮助# 只有付出艰辛和努力!才

能将服务做得更细!更实!真正赢

得市场)赢得发展&

"

一吐为快

"

基层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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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出 !&名创业标兵 '(&名创业之星

本报讯!记者 马月红"昨日#

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获悉# 我市首届创业大赛经过预

赛'决赛等环节的角逐落下帷幕#

最终评选出
!&

名创业标兵和
(&

名创业之星& 据悉#春节之后#我

市将对评选出的创业标兵和创业

之星进行集中表彰&

$军人永不言败#军人永不服

输& %在首届创业大赛第二场决赛

现场# 选手韩向东表达着对自主

创业的热情与执着& 韩向东在高

中毕业后就南下打工#之后#他义

无反顾选择了回家创业带动家乡

人一起致富#创业过程中#他经历

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但是面对困

难#他永不言败& $我在南方打工

那几年做过泥水工' 木工' 搬运

工#啥苦都吃过 #再苦也不算啥 #

我是军人#我能扛住& %韩向东说&

像韩向东一样# 在第二场决

赛现场#

"&

名选手通过视频展示'

个人陈述' 评委提问等环节展开

最后较量# 最终从他们中产生了

本次创业大赛的
!&

名创业标兵&

据悉#为深入推进全民创业#

弘扬创业精神#激发创业热情#营

造创业氛围# 带动更多的创业者

投身创业活动# 经市政府研究决

定举办此次创业大赛# 创业大赛

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预赛

由各县市区组织实施# 然后从各

个行业中推选出
!'&

多名选手参

加市首届创业大赛组委会组织的

决赛& 市创业大赛决赛分两场进

行#第一场决赛选拔出前
!&&

名#

排序前
"&

名的选手参加第二场

决赛 # 从中再选拔出前
!&

名选

手#确定为创业标兵&

!!!!!!

近日!周口市工商局川汇分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认真开展春节

期间鲜肉市场集中整治行动!确保群众消费安全&图为工商执法人员在

农贸市场检查鲜肉质量& 杨坤 摄

!

月
"*

日!项城市一家商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市民正在购物& 春节

临近!百姓消费购物的热情持续高涨& 朱亚洲 摄

"

聚焦春运

中 共 周 口 市 委 机 关 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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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7'(('*(

!"

社 会 民 生
!#

淮 阳 新 闻
!$

沙 颍 文 艺
!%

项 城 新 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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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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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金 "

!

月
"%

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我市铁

路部门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春运期

间行车安全&

春运开始前#机辆段已对主要

行车设备进行了一次全面细致的

综合性安全排查& 同时#机辆部门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维修#严把

机车质量关# 保证客车绝对安全&

此外#他们还加强了线路巡道制度

和重点道口' 桥涵的安全管理#努

力防止路外伤亡事故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