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郸城!鹿邑两所小学获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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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省!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启动

!

晚报记者 王凯 文
%

图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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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 ! 看到

操场上摆放了不少省体育彩票中心

捐助的体育器材 ! 郸城县和鹿邑县

"省管县#两所小学的学生兴奋不已!

其中的篮球 $乒乓球 $呼啦圈更是让

他们爱不释手!如图"%

据了解!&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是

中国体育彩票发起的一项大型公益活

动! 主要为中小学捐助体育设施和器

材% 我省加入&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

动后!已有
!)

多所学校获得捐助% 此

次! 郸城县汲水乡高王庄小学和鹿邑

县观堂镇蔡口镇蔡口小学分别获得捐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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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荣# 今年
*+

岁$

退伍军人#曾参加过解放

海南岛战役%荆江抗洪抢

险% 华南公路工程建设$

从部队转业至交通部公路

三局第五工程处$ 如果有

与其经历相似或者知其下

落的读者请致电本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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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读者疑似找到郭金荣

!

晚报记者 姬慧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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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本报讯
#'

月
+

日!本报
5'4

版以(阔

别
(.

年!郭金荣!你在哪里) *为题!报道

了洛阳退休干部李建清
(.

年苦寻老领导

一直未果!寻求本报帮助的消息% 消息一

经报道!引起了很多热心读者的关注%

#'

月
#(

日!热心读者于先生打来电话称!他

知道有位叫郭金荣的老人!家住淮阳县安

岭镇!身份证上显示其为
#+!.

年人!今年

**

岁%

#'

月
#(

日! 热心读者于先生给记者

打来电话!称+&我是淮阳县安岭镇派出所

的一名干警!看到(周口晚报*上刊发的寻

找郭金荣的消息!就查找了辖区居民的户

籍资料!发现安岭镇郭庄有位名叫郭金荣

的老人!和李建清要找的人年龄相符% '

随后!记者根据于先生提供的电话号

码!联系上了安岭镇郭庄村支书% 记者说

明情况后 !安岭镇郭庄村支书表示 &我问

清楚再跟记者沟通'%

遗憾的是! 根据安岭镇郭庄村支书反

馈的情况!记者了解到此郭金荣非彼郭金

荣!安岭镇郭庄的郭金荣不是李建清要找

寻的人% 虽然此次未找到李建清老人要找

的郭金荣!但本报仍将继续寻找%

追踪 !阔别
(.

年"郭金荣"你在哪里# $

为郸城这两名中学生点个赞

拾金不昧 及时归还

!

晚报记者 徐松

本报讯 &我钱包里有十几张银行卡

和多种证件!多亏两名学生拾到后及时归

还!不然的话!我还要到派出所和银行去

挂失$补卡$补证% 真是太感谢他们了% '

#'

月
#.

日!郑州的马女士接受记者电话采访

时!感激之情不胜言表% 据悉!为表谢意!

马女士特意到郸城实验中学给两名拾金

不昧的学生送去锦旗%

马女士说!

#'

月
#,

日下午!她从郑州

到郸城办事!途中不小心将随身携带的钱

包弄丢了!多方寻找无果时!惊喜地接到

了郸城实验中学政教处胡兆红老师让她

去领钱包的电话%

原来!当日早晨!郸城实验中学七,

#,

#

班学生王舒灿$ 于文清结伴上学途中!捡

到一个钱包!发现里面有少量现金$十多

张银行卡及身份证等多种证件% 王舒灿$

于文清赶到学校后!将钱包送交到了校政

教处% 当日值班的胡兆红老师拿着钱包!

心想失主肯定非常着急!就拨打了钱包里

一张名片上的电话!打听到了失主马女士

的联系方式%

马女士说!郸城实验中学学生拾金不

昧$老师助人为乐的行为!弘扬了传统美

德!传播了社会正能量%

线索提供 安稳 王玉廷

项城小伙儿煤气中毒致深度昏迷

盼好心人资助渡难关

!

晚报记者 张劲松

本报讯 &看着儿子在病床上受折磨

家里却没钱给他治疗!我的心像刀剜一样

难受!我真想抱着他从楼上跳下去一死了

之% '

#'

月
#$

日下午!项城市丁集镇付庄

村民崔书霞哭着对记者说! 一个月前!她

的儿子黄邵鹏由于一氧化碳中毒导致深度

昏迷住院治疗 !加上烧伤严重 !使本来生

活就很拮据的她陷入绝望%

据悉! 今年
!!

岁的黄邵鹏
#$

岁辍学

后 !在朋友的介绍下 !去了郑州的一家理

发店学习理发 !后又到武汉 $天津等地的

美容美发学校进修% 去年国庆节!黄邵鹏

在项城市区任营开了一家理发店!生意干

得还算可以%

+

月
+

日!黄邵鹏在朋友家吃

过饭后回到了理发店!次日其朋友多次给

黄邵鹏打电话!但都没人接听% 由于一直

未联系上黄邵鹏!

+

月
#'

日
!#

时许!黄邵

鹏的朋友给崔书霞打电话询问情况%

&当时我以为邵鹏喝多了还没醒过来!

就到理发店找他!但无论我怎么叫门就是

没人应 !无奈之下 !我和邻居把理发店的

门撬开了% 看到邵鹏的第一眼简直把我吓

傻了% '崔书霞说!当时看到黄邵鹏躺在地

上 !左背靠在尚有余温的煤火炉上 !她赶

紧把儿子搂在怀里! 可无论她怎么喊!黄

邵鹏都没有一点儿反应!而且他的左背被

烧得血肉模糊% 黄邵鹏随即被送到周口市

人民医院%

#'

天后!黄邵鹏有了知觉!眼也

睁开了!左背上的烧伤也得到了控制%

+

月

!'

日!由于没钱交住院费 !黄邵鹏不得不

转回项城市中医院进行治疗%

#'

月
#$

日下午! 记者在病房看到黄

邵鹏躺在病床上 !虽然睁着双眼 !但却对

眼前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反应% 不过!从他

由于疼痛而冒汗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疼

痛已经有了感觉% &之前!给邵鹏看病的钱

都是亲戚$朋友借给我的% 如今!我已经走

投无路!真的希望有好心人能帮帮我们% '

崔书霞哭着对记者说%

据黄邵鹏的主治医生介绍! 黄邵鹏的

病是由于一氧化碳中毒造成的脑部深度昏

迷 !只要持续治疗 !几个月之后大脑深度

昏迷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康复 % 不

过! 现在严重危及黄邵鹏生命的是他的烧

伤! 如果不及时植皮! 后果将不堪设想!

&治疗烧伤的费用估计得
*

万元'%

李建清来信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