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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难行盼修整
王先生"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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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华县正在开展"美丽乡村!清洁家园#

活动!可本该是修整范围内的原针织厂家属院东有
!""

米路段!道路坑洼不平!

没有下水道!雨天积水严重!学生上学不便!群众出行困难$ 居民区住的大部分

是原针织厂下岗工人!他们多次去箕子台办事处反映情况!但问题迟迟没有解

决$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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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国庆长假期间! 早上岗位

练兵" 上下午专家授课和接受警示教育

成了
!""

多名周口交警" 协警假期里生

活的主要内容#

周口公安交通管理支队政工科长王

宁华告诉记者! 为进一步提高周口交警

特别是一线业务警种民警的整体素质和

业务能力! 从源头上杜绝民警违法违纪

现象的发生!支队组织机关各科室"车辆

管所"驾驶员考检中心"事故处理大队全

体民警及新招录的
#"

名文职人员和从

其他警种选拔新调入的
!"

名民警!放弃

国庆节休假的机会!按照实际业务需要!

科学合理安排时间! 组织民警进行相关

业务知识学习培训" 岗位练兵和接受警

示教育! 邀请安阳市公安局及本支队相

关部门业务骨干民警! 利用整整六天的

时间!集中学习了公安交通管理知识"执

法规范"执法程序"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处

置与保护" 车辆驾驶人机动车办理业务

等! 通过几天的集中学习培训和警示教

育! 使广大民警的业务素质得到了较好

的提高$

学习中! 每个主讲人通过援引典型

案例和深刻阐释! 围绕交通民警在事故

处理%法律应用"执法规范"车驾管业务

办理等方面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和个性

问题! 有的放矢地进行深刻剖析和具体

讲评! 并现场就个别民警的提问作了精

彩解答$ %郁发顺&

0123456789:;

本报讯&记者 李一'前不久!家住项

城市的吴金英女士向本报新闻
$$%

热线

求助! 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能伸出温

暖的双手!救救她的孙子$ 吴金英说!去

年
&!

月份!她的孙子马迎凯被确诊患上

小儿急性淋巴白血病! 目前一家人陷入

了困境$

吴金英说! 马迎凯之前就读于项城

市蓝天小学$ 马迎凯的父母常年在外打

工!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是生活得很

温馨$天有不测风云!

!%&'

年
&!

月
(

日!

马迎凯突然患病! 在周口被检查出患有

小儿急性淋巴白血病! 随后被转到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

据介绍!马迎凯患病期间!为给孙子

筹集救命钱! 吴金英先后找过项城教育

部门%红十字协会等单位!孙子生病也得

到了不少好心人的关心! 孙子所在的蓝

天小学全校师生也进行了捐款$ 在医生

的精心治疗下!马迎凯的精神状态很好!

病情得到了控制$

目前!马迎凯已经化疗
(

次!花了近

)%

万元$ 医生说!如果在不感染的情况

下!马迎凯治病还需要
'%

万元左右$ 吴

金英说()为给孙子治病! 家里已经花光

了全部积蓄! 如今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

遍了!实在想不出办法筹钱了!可是也不

能眼睁睁看着孙子就这样一天天离去!

他才
$$

岁啊!希望好心人能伸出援手救

救他# *

如果您有捐助意向! 请拨打本报新

闻
$$%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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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月
(

日! 市文明办组织

季评'周口好人(评审委员会成员进行

!%$)

年第三季度)周口好人(评选$根据

周口日报*周口晚报*周口广播电视台

等市级主流媒体在
!%$)

年第三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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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候选人中评选出五

类
#

名第三季度"周口好人(!他们分别

是+太康县"免费爱心早餐工程(的组织

者焦阳光*扶沟县勇接坠楼工友的最美

农民工王全发*川汇区金钱面前不动心

的八旬老人杨传鼎*商水县倾情甘为人

梯的优秀人民教师王桂香*太康县满腔

热血洒银城的女"拼命局长(张红卫*西

华县身体力行人间大孝的花甲老人康

建设$

现将这
#

位同志的事迹简介刊登

如下!请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紧密

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讲

作(*"转创(和"下基层(等活动!认真组

织学习
#

位同志的典型事迹!在全市范

围内迅速掀起选树好人* 宣传好人*学

习好人*崇尚好人*争做好人的热潮!凝

聚起实现周口崛起富民强市的强大合

力!让周口在实现中原出彩中做出更大

贡献$

焦阳光! 让生活多一缕爱心阳光

"助人为乐#

焦阳光!男!汉族!

',

岁!现任太康

县编办副主任"县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副会长" 太康知联会志愿者协会会长!

!%$)

年
$%

月份)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多年来!他热心公益事业!关注弱

势群体! 积极参与志愿者服务工作!扶

危助困!无私奉献!足迹遍布河南十多

个县市$ 他注重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团体

的力量! 努力探索现代慈善新模式!组

织开展了太康县环卫工人)免费爱心早

餐工程*!实现了爱心服务长效化"制度

化"规范化$ 他还启动了送医送药"扶残

助老"科技强农等几项爱心工程$ )爱心

早餐工程*先后被人民日报"新华日报"

河南日报等数十家媒体报道!被人们誉

为)银城爱心大使*$

,

月
!(

日!+周口日

报,一版头条以+)爱心早餐*香飘银城,

为题专门报道了焦阳光和他的)爱心早

餐*工程的故事$

王全发!勇接坠楼工友的最美农民

工"见义勇为$

王全发!男!汉族!

)*

岁!扶沟县白

潭镇篱笆张村人!

!%$)

年
$%

月份)中国

好人榜*候选人$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 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西山马料地

街一家工地做外墙保温的甘肃籍男子

陈林旺!在施工期间!不慎从
*

楼坠落!

来自河南扶沟的工友王全发来不及多

想!本能地伸出两只粗壮的胳膊!用他

那勤劳的双手从死神手里夺回工友年

轻的生命! 谱写了一曲人间大爱的赞

歌$ 被送到医院的陈林旺!经医院检查

后并无大碍!只是肋骨有些挫伤!仅住

了几天院就康复出院了$ 而王全发只是

胳膊有些疼痛而已! 经过
)

天休息后!

又奔赴新疆哈密地区另一个工地$ 他的

事迹经人民网 "新华网 "新浪网 "凤凰

网"大河网等众多媒体转载报道!在社

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众网友亲切地

称为)最美农民工*$

杨传鼎!八旬老人金钱面前不动心

%诚实守信$

杨传鼎!男!汉族!

(%

岁!中共党员!

商丘市民权县木材公司退休干部!川汇

区小桥办事处建中社区居民$

(

月
!)

日下午! 杨传鼎老人到建

设大道与中州大道交叉口附近买菜时!

在路边捡到一个棕色手提包! 站在原

处等了半天无失主认领! 因天色已晚!

只好把手提包带回家$ 他回到家打开

一看! 发现里面有近
#%%%

元现金" 两

张银行卡" 一个身份证! 便和老伴商

量 ! 明天再把捡的手提包交给警察 $

第二天! 他早早地把手提包交到辖区

派出所民警手中$ 民警及时联系上万

分着急的失主刘先生! 面对失而复得

的手提包! 刘先生万分感动! 掏出包

里的钱往他手里塞! 杨传鼎婉拒了失

主的酬谢$ 有人说杨大爷傻( )光包

里的现金就够你
'

个月的退休工资

哩$* 杨大爷笑笑说( )不是自己挣的

钱! 花着不踏实$ 尽管我挣得少! 但

花自己的钱晚上睡觉安生$*

王桂香!倾情甘为人梯的优秀人民

教师"敬业奉献$

王桂香!女!汉族!

'#

岁!商水县化

河一中教师!周口市十大师德标兵$

她注重学生德育教育!每学年开学

初! 她都把一盆君子兰抱到教室里!作

为班级象征物!把所在班级命名为)君

子兰*班!期望把每一位学生培养成为

谦谦君子$ 她注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三年来!用自己的奖金和平时积攒的稿

费购置
-%%

本书!建起了)君子兰*班级

图书馆-她注重师生感情交流!每到有

学生生日的那一天! 她都要为学生送

)生日诗*-每周还要给学生写一封涉及

人生"理想"情感等困扰青少年成长问

题的书信!拨开学生心头迷雾!引导孩

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

年累计有
$!(

封"

!%

多万字$ 她还积极组织开展)帮助一

只知更鸟*义工行动!每逢周末和假日!

她都带着学生到因一次意外的车祸长

期瘫痪在床的醒醒家里!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张红卫!满腔热血洒银城的女 &拼

命局长'%敬业奉献#

张红卫!女!汉族!

),

岁!太康县大

许寨乡人!生前系太康县环保局党组书

记"局长$ 她先后荣获全国)双学双比*

女能手"省三八红旗手!被县委追授为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好干部*$

!%$)

年
$%

月份)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

多年来!她始终信念坚定!工作

雷厉风行!不计个人得失!积极为群众

排忧解难-宁可身体透支!不让工作欠

账!先后罹患宫颈癌"肺癌!仍带病长期

坚持工作$

!%$)

年
(

月
!(

日!她终因病

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年仅
),

岁!被同

事们公认为)拼命局长*$

,

月
!!

日"

!'

日+周口日报,以+花落为泥香如故...

追记太康县环保局局长%党组书记张红

卫,为题!集中报道了张红卫同志的感

人事迹$ 市委书记徐光在
!!

日的+周口

日报,头版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市

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宣传%学习张红卫同

志先进事迹!大力弘扬和传递社会正能

量$

康建设 ! 花甲老人诠释人间大孝

%孝老爱亲#

康建设!男!汉族!

#!

岁!中共党员!

西华县娲城办事处
$!

村民组居民 !西

华县人民法院退休干部$

$,(#

年
$%

月
!%

日!爱人刘爱美因

车祸去世!岳母刘兰宣悲痛欲绝!从此

卧床不起$ 为了便于照顾岳母!康建设

便辞去天津海洋公安处的工作!调回西

华县法院$ 每天早起!他都要服侍老人

穿衣%洗漱!然后做饭%喂饭!忙完之后

再去上班$ 为给老人补充营养!他把蔬

菜%水果榨成汁!把肉打成泥!让老人享

用$ 他还经常带老人晒太阳!定期为老

人洗头!修剪指甲//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康建设从未间断!耐心地照顾岳

母$ 他认为()只要娘活着!儿子就有娘!

有娘就幸福$ *

!(

年来!他悉心照顾着体

弱多病的现已
,'

岁高龄的岳母! 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 影响着身边每一个人!

成为众乡邻孝亲敬老的典范!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诠释着人间大孝$

焦阳光 王全发 杨传鼎 王桂香 张红卫 康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