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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携手爱心企业!爱心市民登门慰问

!"#$%&'()*+,

本报讯"记者 窦娜#隆冬时节$寒

气逼人$但对于空巢老人王秀英来说

这个冬天似乎并不太冷%

!

月
!"

日$

本报携手周口市翔耀食品有限公司!

周口市龙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周口

市名代工贸有限公司!周口博爱妇科

医院和
#

名爱心市民给像王秀英这

样的空巢老人送去了杂粮面!米!油!

黄花菜等特色年货和春节的问候%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

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空巢老人逐

渐增多$老人的情感需求!健康需求!

生活需求也越来越得到相关部门和

社会各界的关注% 春节临近$老人们

有什么需求 $ 我们能为老人做些什

么&

!

月
$

日$本报发起了'关爱空巢

老人(活动$消息刊登后$本报民生热

线接到了
%&

余家爱心企业和
'&

名爱

心市民的来电$ 大家纷纷要求参与)

人和办事处 !荷花办事处 !陈州办事

处也积极配合$为本报提供了
(

户需

要救助的空巢老人资料%

经过认真筛选后$ 当日下午$本

报联合
"

家爱心企业和
#

名爱心市民

代表$分别对川汇区的空巢老人进行

慰问%

%"

点
)&

分$在人和办事处德化

社区
*)

岁的空巢老人王秀英家中 $

'乐龄计划( 服务人员张波正在陪老

人话家常% 人和办事处副主任韩钧介

绍$'乐龄计划(是市慈善总会推出的

持续式助老项目$旨在为
*&

周岁以上

的空巢老人 !失智老人 !失独老人及

其他困难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

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上

门服务$实行'一对一 (帮扶 "一个服

务人员帮扶一个受益对象#% 看着眼

前送来的丰富过节物品$老人非常开

心% '今天家里来了这么多人$还给我

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 我心中特别高

兴 $感到特别温暖 % (老人乐呵呵地

说%

#&

岁的方振忠老人独自居住在

陈州办事处陈州社区的一间小平房

内$双目失明$平时只能靠邻居照看$

生活十分困难% 爱心企业和市民的到

来让他异常高兴$不住地向大家表示

感谢%

慰问活动结束后$老人们居住的

简陋环境和他们止不住的谢声 $ 让

参与慰问的每一个人都坚定了今后

一定要常来看看的决心 % 市民海静

是个热心人 $ 只要有时间就参加公

益活动 $ 在报纸上看到举办 '关爱

空巢老人 ( 活动的消息后 $ 她立即

拨打了本报民生热线 $ 要求参加 %

活动结束后$ 海静感触颇深$ '需要

帮助的人还很多 $ 以后我还要多参

与这样的活动 $ 同时也希望媒体能

够多关注弱势群体 $ 多举办这样的

活动 $ 呼吁社会上更多的人关爱空

巢老人%( 海静说%

'尊老!爱老!助老$自古以来就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次活动$是

我们公司的一片心意$在今后的发展

道路上$我们仍会持之以恒地奉献爱

心$继续帮助那些有困难和需要帮助

的人% (周口市翔耀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贾生全表示 $作为企业 $在发展

壮大的同时$能为社会做一些公益事

业$是应该的%

-./$ 0123

本报'关爱空巢老人(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实习生 范冬

冬#'人的能力有大有小$ 但参与和支

持公益的心情是一样的% (

%

月
%"

日

%"

点
)&

分$爱心市民代表 '胡哥 (准

时参加了本报举办的'关爱空巢老人(

活动%

'胡哥( 今年
")

岁$ 称其为 '胡

哥($是因为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不愿

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胡哥(在市

区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参与公益事业

已有
"

年有余$家庭条件并不算宽裕$

但他经常力所能及地参与爱心活动%

在报纸上看到刊登的'关爱空巢老人(

活动的消息后$'胡哥( 作为爱心市民

率先向本报打来了电话$ 要求参与%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帮助的

事情$ 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能收获

很多快乐%(慰问结束后$'胡哥(表示$

媒体发起这样的公益活动很好$ 不仅

能吸引众多企业和市民的参与$ 在全

社会营造尊重和关爱空巢老人的和谐

氛围$ 还能唤醒更多富有爱心的人士

参与到当中来%

在此次慰问活动中$ 有一名爱心

市民格外引人注目%他叫李军"化名#$

腿脚不便$ 但仍坚持走访完了
)

户空

巢老人% '比起这些困难的空巢老人$

我幸运多了%(在市区经营一家家电维

修部的李军告诉记者$ 此次活动让自

己受益匪浅*'今天我们走访的空巢老

人中有两户都
*&

多岁了$ 家庭困难$

但面对困难积极应对的乐观态度非常

值得我学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

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 关爱现在的老

人就是关心未来的我们$ 希望以后多

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空巢老人不再孤

独% (

'老年人最需要的是与人倾诉 $

排解心中的寂寞 % 以后有时间我要

经常来陪老人说说话%( 爱心市民丁

平在参加完活动后表示 % 丁平参加

公益活动已经有五年了 $ 看望孤残

老人 ! 留守儿童++经常可以看到

她的身影 % 她告诉记者 $ 很高兴能

参加本报举办的慰问活动 $ 因为帮

助别人是件快乐的事 $ 自己收获了

许多 $ 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活动一

定要通知她%

4567 89:*

'关爱空巢老人(活动参与企业负责人说感受

本报讯
+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谢

瑶
,

暖暖新冬意$浓浓敬老情%

%

月
%"

日$在本报发起的'关爱空巢老人(活

动中$周口市翔耀食品有限公司!周口

市龙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周口市名

代工贸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积极捐

款捐物$奉献爱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

一致好评%针对参加此次活动$爱心企

业家也感触颇深%活动结束后$记者分

别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在看到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后$

周口市翔耀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贾

生全告诉记者 * '敬老 ! 爱老 ! 助

老 $ 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 关爱老人是我们每个人应尽

的责任与义务 % 业大不忘本 $ 本大

懂感恩 , 意思就是企业做得再大 $

也要懂得感恩 % 作为一个本土发展

企业 $ 我们有这个社会责任为当地

的养老事业做出一点贡献 % 我也希

望这次活动能够在教育和引导员工

关爱社会 ! 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同

时 $ 也让员工更好地发扬传承中华

民族的孝道%(

'空巢老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

体$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周口市龙

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春玉$对

于参加此次活动感触颇多% '爱心的价

值$从来不在大与小$而在于它可以凝

聚力量%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龙

泰始终不忘回馈社会%我希望通过这次

活动能够带动更多心怀责任与梦想的

人们参与进来$一起用切实的行动践行

社会责任$ 让慈善不止于某一个企业$

不止于某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传承下

去% (李春玉说%

作为第一个报名参加活动的爱心

企业$ 周口市名代工贸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举成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十分有

意义的活动$ 它让我们在感受到 -关

爱 !互助 !感恩 !和谐 .社会氛围的同

时$更让我们懂得$当身边的人遭受困

难和灾害时$ 每一个人特别是企业都

应该伸出援手帮助他们% 今天这次活

动$我们公司的员工也参加了$通过这

次活动$我相信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

归属感也会增强$ 希望今后能够多参

与此类活动% (

;:*<=>?

各界人士盛赞'关爱空巢老人(活动

本报讯"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范冬

冬#

%

月
%"

日 $ 本报携手爱心企业以

及爱心人士对市区内
(

户空巢老人进

行了慰问$ 让老人们提前感受到了节

日的温暖% 这次活动也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赞誉%

活动有创意"效果好

林女士是 /周口日报0 的老读者
-

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民生栏目% 当被记

者问到怎么看 '关爱空巢老人( 活动

时$ 林女士告诉记者* '报社发起这

样的活动很有特色$ 它不单单是哪个

单位或个人参加$ 而是囊括了社会各

界人士共同参与$ 活动形式很有创意$

效果很好, 同时$ 慈善事业由媒体牵

头发动$ 淡化了行政力量$ 会让慈善

更加透明$ 同时可以调动社会更多人

参与%(

'我真后悔没能及时报名 $ 下次

一定会多关注活动时间$ 争取第一时

间报名 ,( 周口师范学院大四学生李

荣秀向记者抱怨$ 由于自己错过了报

名时间$ 没能参加此次活动$ 她感到

十分可惜%

爱心活动搭起桥梁

荷花办事处文化社区的徐阿姨$看

到爱心企业为独居老人吴秀云送来的

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很是感动%'她一

个人在家$生活确实不便$多亏报社组

织那么多好心人上门帮助%报社举办这

个活动实在是不错$真的感谢你们这些

好心人, (徐阿姨说%

由于名额有限$周口妇产医院没能

参加本次活动$医院企划总监杨涛在电

话中告诉记者*'作为一家企业$在别人

需要帮助的时候$理应承担起自己的社

会责任%这次活动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搭建了一座桥梁%虽然没能参加这次活

动$但是我们决定在春节期间对困难家

庭进行慰问% (

媒体让爱心传递更远

参加金拐杖工程的帮扶人员杨玲$

看到报社及爱心企业前来慰问很是激

动*'报社组织-关爱空巢老人.活动$发

挥了新闻媒体宣传优势$在社会上产生

了很大的反响$ 起到了社会引导作用$

媒体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空巢老人的

同时$也让爱心传递更远% (

!!!!!!

空巢老人!一般是指子女离家后的中老年夫妇"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当子女由于工作#学习#

结婚等原因而离家后!独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妇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失调症状!称为家庭$空巢%综合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其中空巢老人

现象尤其引人关注"

'&!'

年
!&

月
'(

日!首届全国智能化养老战略研讨会介绍!空巢老人比例很大!到
'&.&

年!我国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
*(&&

万左右!独居

和空巢老年人将占
."/

以上"

据川汇区社区办数据显示!我市有
*&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约
#"

万人!空巢老人#失智老人#失独老人在老年人群体当中比例更高!养老面临着巨大挑战"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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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市直
"&&

户困难群众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严冬寒意深 $

慈善情更浓%

!

月
!.

日$困难职工周玉

良从市慈善总会会长朱岫峰手中接过

'&&&

元慰问金$由此拉开了今年 '慈善

情暖万家(活动的序幕%据悉$春节前$市

慈善总会将陆续对市直
"&&

户困难家庭

和市区内的福利院!敬老院!慈善公益机

构进行慰问%

当日上午$ 市慈善总会领导朱岫峰!

刘家珍!白明宽先后走访慰问了市交通局

的部分困难职工$为他们送去了慰问品和

慰问金$让他们感受到冬日里的温暖%

..

岁的周玉良是市交通系统的职

工$ 一家六口人$ 妻子和子女均没有工

作$家庭生活困难% 在周玉良的家里$朱

岫峰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

并送上了牛奶!油!火腿肠等慰问品%'快

过年了$我们来看望看望你$祝愿你和家

人过一个幸福年%(在困难职工陈莉华家

中$朱岫峰一行详细了解她家的情况后$

把
'&&&

元慰问金送到陈莉华手中$并鼓

励她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 积极乐观面

对生活%

据介绍$ 为帮助困难群众过上一个

温暖幸福的春节$自
'&&&

年起$我市每

年都会在春节前夕开展'慈善情暖万家(

救助活动$ 所发放的善款主要来自市直

单位干部职工以及企业等方面的捐赠%

今年市慈善总会再次发力$ 出资
..

万

元$救助特困家庭
!&&

户$每户
'&&&

元)

救助贫困家庭
)&&

户$ 每户
!&&&

元)救

助市区内福利院! 敬老院! 慈善公益机

构%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
'&!)

年度市直

扶贫济困一日捐%

!!!!!!

周口翔耀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贾生全为老人们送去了杂粮等生活用品"

记者 王亚辉 摄

!

名代蛋糕公司员工为老人送去了蛋糕等礼品" 记者 王亚辉 摄

!!!!!!

周口龙泰体育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春玉带领员工看望独居老人吴秀云! 陪老人

唠嗑" 记者 沈湛 摄

!

月
!#

日!带着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全体干部职工的关怀!周口报业传媒集团董

事长#周口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李柏森!周口报业传媒集团总经理郭其健!纪检书

记张峰来到驻村联系点&&&淮阳县冯塘乡朱贾村!慰问该村困难户!为他们送上了

米#面#油等慰问品和慰问金" 记者 王亚辉 摄

府苑街垃圾成堆无人管

川汇区张女士#电话!

!$%&&&&&&&&

$

'

新闻花园西门府苑街上有个垃圾中转

站!但是自从中转站向北移
'&&

米以后!市民还将垃圾扔到此处" 现在这里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遍地都是!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味" 之前也见有人来清理过!

但一直不能根除" 为什么职能部门不建立长效机制彻底把此处垃圾清理干净'

众所周知!现在市里正在开展$创建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活动!同时!新区

正在发展!作为周口未来中心城区的心脏!垃圾成堆不仅影响市民生活!而且严

重影响新区形象" 希望相关部门及时解决"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谢瑶 整理

NOPQRSTUV

!

宋海转

近日!一则$老妇被刮倒路人误认是

讹诈 协助肇事者逃逸%的新闻引发舆论

热议!不少网友指责$路人%糊涂!也有人

为$路人%叫屈(都是$误会%惹的祸"此案

与$外国小伙扶摔倒大妈疑遭讹诈%有异

曲同工之处"

为什么上述$误会惹祸%事件会频频

发生' 窃以为!这种令人叹息的$好心办

坏事%背后!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

从近年来一系列引发舆论大爆炸的 $彭

宇案%! 到近日以死证清白的广东男子!

$摔倒老人%成了人们心中无法言说的纠

结" 不得不说!扶起摔倒的老人!已然成

为一个社会难题" 一系列$误会%惹祸事

件的发生!正缘于人们面对$摔倒老人%!

形成了条件反射! 犯了 $草木皆兵%的

$病%"

有摔倒老人讹人了! 不等于所有摔

倒的老人都会讹人) 有人扶起了摔倒老

人!也不代表这个人一定无辜"凡事皆有

两面性!这是常识" 道理或许明了!但问

题是一触及实际就难免变得糊涂起来"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面对$摔倒老

人%!人们已经得上了疑心病" $误会%频

频惹祸!似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了"

然而!这样的$误会之祸%无疑是整

个社会的痛" 本来!扶起摔倒的老人!是

一件生活中最为寻常的小事#好事#理所

当然之事!而今却成了大众心头的大事#

难事#饱受质疑之事"如此$误会之祸%说

明!可怕的不是个别老人的道德$摔倒%!

而是大众$病%了!病得疑神疑鬼#病得是

非不分"

都是$误会%惹的祸!那些$好心的路

人%或许可以这样自我安慰" 殊不知!不

是所有的好心都能做好事! 如果离开了

理性的判断!$好事%变$坏事%就在一瞬

间"但愿这样的$误会惹祸%会越来越少!

人们的$疑心病$能早点治愈"

"

一吐为快

WXYZ[\]^@_`ab %&

据新华社电"记者 郭爱民#据新华

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

测$与前一日相比$

5

月
5%

日$猪肉价格

下降)牛羊肉!水果价格以涨为主)蔬菜!

食用油!禽蛋!水产品价格微幅波动)成

品粮!奶类价格基本稳定%

猪五花肉! 猪后臀尖肉价格分别下

降
62"7

!

6859

)牛腱肉!去骨鲜羊肉!带骨

鲜羊肉价格上涨$牛腩肉价格下降$波动

幅度均未超过
6859

) 监测的
"5

种蔬菜

中$

!

种价格上涨$

:

种价格下降$

!

种价

格持平)花生调和油!大豆调和油!纯大

豆油价格上涨$纯花生油!纯菜籽油!纯

葵花籽油价格下降$ 波动幅度均未超过

68;9

%

多地市信息采集员反映 $ 春节临

近$ 当地猪肉价格不涨反降% 监测数据

显示$ 今年元旦过后$ 全国猪肉价格呈

下降走势 % 与
5

月
5

日相比 $

5

月
5%

日$ 猪后臀尖肉! 猪五花肉全国日均价

分别下降
5869

!

5859

% 分地区看$ 逾七

成省区市猪肉价格下降 $ 其中 $ 黑龙

江! 辽宁! 吉林的猪肉价格降幅居前$

在
$9

1

<9

之间%

另外$ 目前全国猪肉价格低于去年

同期%

5

月
5%

日$猪后臀尖肉!猪五花肉

全国日均价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8=9

!

%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