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共 周 口 市 委 机 关 报

!"#$%&

!

'()*+,*-!"#./0#

电 话!

1$%%$&%

!"

社 会 民 生
!#

淮 阳 新 闻
!$

广 告
!%

项 城 新 闻 !

"

23!'

年
(

月
)"

日

组版编辑!童晓霞 韩志刚

!"#$年第一季度!周口好人"评选结果揭晓

王立新!让警徽在马
路上闪光的好交警!敬业
奉献"

王立新!男!汉族!

('

岁!二级

警督!党员!现任市公安局七一路

派出所交管巡防大队大队长" 从

警
!)

年来! 他始终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为保一方交

通安全 !!除了开会 !他从未在办

公室多停留
!

分钟" 他把办公室

设在#马路$!每天
(

个高峰岗!无

论刮风下雨!还是炎炎烈日!从不

间断在一线% 遇到雪雾天气或发

生交通拥堵的时候! 他甚至连续

十几个小时在路上指挥疏导车

辆&在车辆遇有困难求援的时候!

他总能 #雪中送炭 $!帮助购买修

车零件'送燃油!以周到的服务让

司机朋友在困境中得到帮助" 他

曾荣立二等功
!

次' 三等功
(

次!

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河南省

优秀人民警察 $'(河南省优质服

务标兵$'(周口市十佳交警$'(周

口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 $'(任

长霞式的好民警$等荣誉称号%

郭云堂! 以孝为先"

乐于救助#四儿$的传孝
老人!助人为乐"

郭云堂! 男! 汉族!

&!

岁!

沈丘县付井镇马堂行政村郭楼自

然村人%

)*!!

年退休后! 他利用

自身优势和现有条件! 救助 (四

儿$ 奉献爱心% (四儿$ 即孤儿'

单亲儿' 贫困儿' 残疾儿% 这四

种孩子在社会上最困难 ' 最可

怜' 最需要帮助! 同时也是社会

上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为弘扬社

会正气! 宣传中华传统孝道! 他

不顾古稀之年! 进城请教! 下乡

调研!

'

年时间写出 )论孝道*'

)论家道 * 两本书 ! 并无偿捐给

乡亲和社会% 他拿出自己多年的

积蓄和工资 ! 号召家人广施爱

心!尽力帮助#四儿$圆了上学梦%

)*!!

年
$

月
)+

日 ! 周口市首家

#四儿$ 救助班举行了开学典礼!

河南电视台以)

(*

个孩子一个爷*

作了相关报道% 近年来!郭云堂先

后招收#四儿$

%(

人 !救助金额达

)%

万元%

张春艳!孝敬公婆的
好媳妇!孝老爱亲"

张春艳 ! 女 ! 汉族 !

'+

岁 !

现在周口市质监局工作 % 工作

中! 她勤勤恳恳! 爱岗敬业& 生

活中! 她是好媳妇! 好母亲% 她

原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

)**(

年

儿子刚
)

岁! 丈夫因病去世! 生

活的重担全落在了这一个弱女子

身上! 她独自一人养育年幼的儿

子! 对公公婆婆不离不弃! 赡养

备至% 丈夫去世
+

年多来! 有不

少好心人给她牵线搭桥! 她始终

坚持一个原则! 要嫁就带上孩子

与公公' 婆婆一起生活% 直到现

在她仍然单身 ! 但她从未后悔

过%

)**$

年公公因患脑溢血行动

不便! 她精心照顾了
&

年! 直到

公公去世% 公公去世后! 她既当

闺女又当儿 ! 为公公办理了后

事% 接连的打击! 没有击倒生性

要强的张春艳! 反而更加磨练了

她工作的勇气和胆识% 因工作成

绩突出! 她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

梁亚伟% 梁亚领!温
州街头勇擒歹徒的&义举
兄弟$!见义勇为"

梁亚伟!男!汉族!

)*

岁!鹿邑

县贾滩镇杜楼村人% 梁亚领!

!"

岁!

梁亚伟的胞弟%

)*!'

年
!

月
'

日晚

&

时! 在温州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

的兄弟俩下班途中! 突然听见一女

子叫喊#抢劫了!抓贼呀$!然后见一

名男子飞快地从旁边的绿化带里蹿

出%兄弟俩不约而同地追了过去!歹

徒见势不妙! 用抢来的苹果手机砸

向先追上的梁亚领! 梁亚领将歹徒

死死抱住!梁亚伟追上来!顺手操起

旁边菜摊上的东西砸向歹徒% 经过

激烈搏斗! 兄弟俩最终将歹徒摁倒

在地!随后赶来的警察将歹徒控制%

兄弟俩的事迹被全国多家媒体报道

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温州市公安

局鹿城分局向他们颁发了见义勇为

荣誉证书%鹿邑县委'县政府下发了

在全县开展向梁亚伟' 梁亚领兄弟

学习的决定! 并派人向他们送上慰

问信和慰问金% 兄弟俩被鹿邑县授

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于草丽 % 马义荣 %江
侠!金钱面前不动心的清
洁工!诚实守信"

于草丽'马义荣'江侠均是川

汇区居民%

)*!'

年
!

月
!(

日
!*

时

左右! 市区中州大道聚通科技市

场门前 !于草丽 '马义荣 '江侠像

往常一样打扫着卫生! 当她们打

扫至市场南门时! 发现地上有一

个黑色提包!打开后发现!里面装

有现金
'$**

多元'购物券近
(***

元'银行卡'身份证以及一些货单

等%每人每月工资只有
%**

多元的

三人商量后决定+ 自己丢了东西

都很着急! 别人丢了东西同样也

会着急!得赶紧找到失主% 三人将

提包交给了市场相关负责人 !而

后依据提包里身份证上的信息 !

通过辖区派出所联系到商水县公

安局胡吉派出所! 最终辗转找到

了失主省梅红% 丢失的钱物失而

复得!省梅红激动万分!特意制作

了一面锦旗送给于草丽'马义荣'

江侠三人! 锦旗上写有+#拾金不

昧 当代雷锋$%

!聚焦城市规划"引热议
网民再献良策 市民持续&挑刺儿$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

月

!%

日!由周口市#转变作风暨环

境创优$活动办公室'周口日报

社联办的)民生面对面 *栏目第

二期#聚焦城市规划 $与读者见

面! 针对征集的有代表性的
!*

条意见及
)

条建议!市规划部门

一一进行了答复!并迅速拿出了

相应的整改方案% 本期栏目刊登

后! 仍有不少市民给本报致电!

继续#挑刺儿$% 广大网民也毫不

吝惜笔墨!针对城市的绿化工作

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旨在为

推动#美丽周口$建设尽一份力%

网民#

,-./0123

$在给本报

发来的邮件中提出 #.增绿添

色/!描绘城区美丽画卷$% 他认

为!美术作品讲究通过不同的表

现手法来诠释人们对美的理解

及向往!从而达到心灵愉悦% 而

对于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构造的

城市!倘若把绘画理念和绘画技

法应用到城市绿化中去! 那么!

这个城市除了绿意盎然!乱花纷

飞外!会不会也能达到视觉美丽

与心灵愉悦的双重效果0

据了解!针对(.增绿添色/!

描绘城区美丽画卷$ 的建议!我

市目前正在努力 ! 并已付诸行

动% 市园林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园林部门今后

将会把绘画理念和技法用到城

市绿化中去!注重(园林$和(艺

术$的含量!给城区(增绿添色$%

)*4'

年!我市园林部门将采取规

划建绿'道路增绿'滨河布绿'拆

墙透绿等措施! 以廊道增绿'公

园和街头绿地建设为重点!以庭

院小区绿化为突破口!以拆墙透

绿为补充! 突出抓好园林绿化'

植树造林'生态廊道和生态水系

建设! 逐步把我市打造成为水'

堤'路'树'草'花一体化的大生

态系统!形成一路一品 '一街一

景!三季繁花'四季常绿!景色宜

人的园林绿化格局%

对于网民 (

567897

$ 提出的

(开展大绿化! 向国家园林城市

迈进$的建议!市委'市政府领导

也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城市绿化

工作会议!明确指导思想 !并提

出要以城市新区' 沙颍河两岸'

景观线路和节点绿化为重点!大

力推进中心城区公园' 游园'单

位及居住区绿地' 防护绿地'道

路绿地'苗圃基地的建设 !不断

完善公园'游园服务设施 !进一

步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和宜居

程度%

针对市民张先生提出的(文

明路与新建路交叉口 .锦都小

区/ 至今还处在烂尾楼状态!不

知道什么时候交房$ 的投诉!本

报也将进一步与市规划部门沟

通!希望早日把这一问题解决%

对于我市今后的城市规划

问题! 本报将继续进行聚焦!并

及时跟踪报道% 如果您有更好的

建议!也请您及时发送电子邮件

至
56:;)'($<4)"-=2>

!我们将一

如既往地为广大市民提供服务

和帮助!发挥好桥梁的作用%

!

记者感言!

规划建设!美丽周口"

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

李瑞才
很高兴#在本报发出$聚焦城

市规划%启示后#得到了广大市民

的热烈响应&特别值得欣慰的是#

针对网民提出的 $'增绿添色#描

绘城区美丽画卷%($开展大绿化#

向国家园林城市迈进%等建议#我

市已经开始付诸行动)

从反映的问题中可以看出#

广大市民对碧水蓝天(绿色宜居

等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

把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提了出

来#供大家去讨论 (去商议如何

解决#他们希望为推动 $美丽周

口%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笔者

以为#城市绿色生态建设和环境

的保护#不应该仅仅依靠政府和相

关企业#它应该是我们每个公民的

责任#更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

$前人栽树#后人歇阴%* 美

丽的周口是你我共同的家#建设

绿色三川 + 营造良好的宜居环

境 # 需要你我共同的努力及呵

护& 希望大家共同行动起来 #一

块去植绿(护绿(爱绿#保护蓝天

碧水#时时想着为$美丽周口%的

规划及建设作出贡献& 唯此#周

口才会成为平原大地上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编者按!

为弘扬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 传播

周口正能量#

(

月
?'

日上午#市文明办组

织$季评周口好人%评审会成员进行
?*4'

年第一季度$周口好人%评选&根据,周口

日报-(,周口晚报-(周口广播电台(周口

电视台等市级主流媒体在
?*4'

年第一

季度报道的全市涌现出的好人好事#按

照群众公认(事迹突出(社会影响面广的

原则#公平公正地从
?"

名候选人中评选

出
+

名五组
?*4'

年第一季度 $周口好

人%* 他们分别是.让警徽在马路上闪光

的好交警///王立新#以孝为先+乐于救

助$四儿%的传孝老人///郭云堂#孝敬

公婆的好媳妇///张春艳# 温州街头勇

擒歹徒的$义举兄弟%///梁亚伟+梁亚

领# 金钱面前不动心的清洁工///于草

丽+马义荣+江侠* 现将这
+

位同志的事

迹简介刊登如下#请各县市区+市直各单

位结合市委开展的 $下基层听民声解难

题办实事%工作和学习贯彻十八大+认真

落实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精神#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正能量#组

织学习
+

位同志的典型事迹# 在全市范

围内掀起宣传好人+ 学习好人+ 崇尚好

人+争做好人的热潮#为周口市实现富民

强市新跨越作出贡献*

我市选手在省残疾人文艺汇演中获佳绩
本报讯 ,记者 马月红-记者昨

日从市残联获悉 !

(

月
?*

日至
?(

日!由省民政厅'省文化厅'省教育

厅' 省残联共同举办的第八届河南

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在郑州举行!我

市派出的
44

名选手分别获得器乐

类比赛一等奖'戏剧类比赛二等奖'

声乐及舞蹈比赛三等奖%

据了解!此次汇演分为声乐'器

乐' 舞蹈' 戏剧小品四个类别的比

赛!参演节目
&4

个% 来自全省
7+

个

市地的
?+?

名残疾人参加了比赛%

比赛中!经过严格紧张的预赛'

复赛和决赛! 来自项城市盲人曲胡

演员朱宝在器乐赛场上不畏强手!

稳扎稳打! 演奏的曲胡独奏 )夸山

东*! 终以音色纯正' 技巧娴熟'音

准'节奏适度等完美的表现!夺得器

乐类一等奖& 来自郸城县的盲人演

员刘海勤演唱的豫剧 )穆桂英挂

帅*! 以优美的唱腔获戏剧类二等

奖&项城市演员李伟以一曲)再见了

大别山*获声乐类三等奖&扶沟县聋

哑学校的舞蹈节目)欢腾*荣获舞蹈

类第三名%此外!市残联还摘取全省

团体总分第六名的好成绩并获优秀

组织奖! 实现了我市残疾人文体工

作新突破%

市残联有关负责人说! 此次参

加汇演! 充分展示了我市残疾人自

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反映

了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 残疾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 同时也说明了我市残疾人

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对残疾人关

注程度明显提高%

芙蓉路物流公司占道经营何时休0

市民赵女士'电话!

!"#$$$$$$$$

(!芙蓉路南段有好几家

物流公司#这些业户们长期占道经营#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占用道

路装货和卸货#严重影响和阻碍交通*同时#由于货车阻挡视线#

附近居民通行也十分不安全* 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大对物流公司

违规占道经营的惩处力度#并形成长效机制#还芙蓉路一个通畅

的出行环境* 记者 李一 整理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