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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小记者提供多样化的增值

服务! 同时增加商家品牌效益及影响

力!即日起!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联盟商家等各类"合

作伙伴#!欢迎社会各界积极与我们联

系!让周口晚报小记者架起我们互动的

桥梁!实现合作共赢$

一!征集对象

书店!影城!景区!休闲场所!美食

餐饮!民生服务!文化艺术!科学教育!

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品牌连锁机构等

青少年相关用品"

二!合作条件

!-

有独立法人资格!过硬的服务质

量和接待能力"

+-

具有良好的信誉品牌#在周口乃

至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

为小记者或家长提供各项专属

优惠$免费!半价或其他优惠%#且有利

于小记者的成长和发展"

三!招募程序

!-

向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提

出申请"

+-

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工作

人员现场参观#商谈合作事项"

四!权责事项

!-

相关权益

一旦成为&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

盟或活动基地'#将享受品牌宣传和推

广的各项优惠"

在(周口晚报)小记者周刊*及小记

者官方微信平台对联盟商家或活动基

地宣传介绍"

+-

相应义务

&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盟或活动

基地'有效期一年" 服务质量自觉接受

媒体监督#并提供品质优良之服务" 若

一年期间出现两次以上家长! 学生投

诉#并经媒体核实#取消其商家联盟及

活动基地资质"

五!联系地址及洽谈热线

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地址+周口市

周口大道报业大厦
!!

楼# 联系电话+

!123+++45!6 !123+++5556

"

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盟对小记者的优惠措施"

!7

快易典专卖店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文明路房管局

楼下快易典专卖店购买商品可享
3

折优惠#电话+

8+13886

"

+-

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六一

路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报名龙班或精品班可享受优惠#电

话+

8++5883

"

1-

九阳生活馆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文明路九阳生活

馆购九阳产品可享
3-2

折优惠#电话+

8+158++

"

"-

雪狼网球俱乐部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市体育馆#

可免费体验网球运动一次# 报名学网球可享
3

折优惠#电

话+

831+333

"

2-

神墨教育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六一路神墨学校学

习 # 赠送奖学金卡
25

元 # 可抵减报名学费 # 电话 +

!281,+33!3+

"

,-

平顶山二郎山!龙潭峡景区#漯河鸟艺园景区#开封天

波杨府!包公祠景区#焦作峰林峡景区等优惠措施+对
+5!"

年度小记者持证免门票#对小记者家长实行免票或优惠"

6-

卡琪屋童装+凭小记者证到六一路小学东
25

米路南

卡琪屋童装专卖店消费#可享受
6

折优惠#并送麦子)手工

精油皂一块" 电话+

8213832

小记者商家联盟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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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华!小火柴公益 !!群"#

!

晚报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马东雷 文
!

图

"现收到的捐款明细如下 % &伏言 '

255

元 ! &秋风 '

+55

元 ! &庸人自扰 '

!55

元()财务 &白蛇 ' 统计 $ # 在西华

*小火柴公益
99

群 # 的聊天对话框里 !

有这样的聊天记录+

!!

月
!!

日接到求助

信息后! 西华 "小火柴公益
99

群, 立即

发起捐款倡议!

!+

日就收到不少捐款$

!1

日! 记者在西华县烟草专卖局办公

室见到西华 *小火柴公益
99

群, 的群主

*老铁,$ *老铁, 是西华县烟草专卖局客

服中心主任刘平 $ 他曾获
+5!1

年烟草系

统评选的感动行业十大人物提名 $ 此外 !

他还先后被卫生部- 中国红十字总会- 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两次授予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 铜奖和银奖+

#老铁$ 和他的 #小火柴$ 们

在西华 ! 有一个 *小火柴公益
99

群,+ 目前! 该
99

群的成员有
!8"

人+ 他

们大多是西华县人! 为了奉献爱心而聚在

了一起+

刘平今年
"2

岁! 平易近人+ 提起 *小

火柴 ,! 他的话匣子打开了 + *这个公益

99

群! 是我和十几个驴友共同发起建立

的+ 我们听说一个留守儿童小学由于没有

操场! 从来没有上过体育课后! 就一起探

望了这些孩子! 为他们送去了书包- 课本-

衣服等+ 回来后! 我提议建一个公益
99

群! 发动更多的网友一起帮助这些孩子+,

刘平说! 经过大家商议! 给这个公益
99

群取名 *小火柴,! 意思就是用小小的火柴

去温暖他人+

*前几天! 群里的两位女网友在西华县

医院门口发现一个弃婴后 ! 立即拨打
!!5

报警 ! 同时在群里实时通报弃婴的情况 +

*只有今生, 几位网友先后来到医院! 为弃

婴送来奶粉等婴儿用品+ 目前! 婴儿情况

稳定! 孩子的父母已经找到+, 刘平说! 群

里的网友平时都热心公益! 一旦碰到需要

帮忙的都会伸手帮一把+

*去年!

!1

岁的小姑娘小花 $化名% 不

幸患了淋巴癌+ 得知这一消息后! 群里的

网友自发捐款
+555

元! 并购买了物品前去

探望+ 得知小花最后的心愿是想要一个绒

毛娃娃后! 西华 *小火柴公益
99

群, 里

的 *小火柴, 们立即在县城买了一个送来+

第二天! 小女孩就去世了+, 刘平说! 虽然

没能挽救孩子的生命! 但在孩子生命的最

后一刻! 能满足她的愿望! 让她感到温暖!

大家的目的就达到了+

风华正茂的 #老爷爷$

*尊敬的刘平老爷爷% 您好! 您寄来的

钱和衣物我收到了! 感谢您的关心和爱护!

我一定好好学习((, 在刘平的办公室 !

记者看到这样一封信+ 提起老爷爷的称呼!

刘平笑了+

*人家以为救助失学儿童的都是岁数大

的! 有一定经济基础的! 更何况咱只想着

帮助别人! 不图回报! 根本没给人家介绍

自己的情况+, 刘平说! *

!336

年! 我参加

工作后! 看到那些因贫困而辍学的孩子渴

望读书的眼神! 我就暗下决心! 一定要帮

助他们+ 跟爱人商量后! 我通过河南省希

望工程办公室联系了信阳山区的一个孩子+

我坚持每年给他寄学费! 逢年过节时再寄

上一些生活用品! 直到孩子完成学业+,

*其实人的内心都渴望善举! 只是有的

人不好意思! 怕人家说闲话+ 不过! 咱不

图名不图利! 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 看到

我资助贫困学生! 一些同事也想奉献爱心!

我就积极帮他们联系+ 我的
6

位同事也资

助了
6

名贫困学生+, 刘平说+

身先士卒的献血队队长

谈起第一次献血的经历! 刘平至今记

忆犹新+ *那是
!338

年! 市中心血站在西

华县中心广场号召大家参加义务献血+ 当

时 ! 围观的人很多 ! 真正献血的没有几

个+ 听了宣传! 我觉得献血挺光荣的! 就

上前填表! 但在撸起袖子的那一刻! 还是

有点紧张 +, 他笑着说 ! 从那以后 ! 他坚

持每年义务献血! 并逐渐由每年一次增加

到两次+

刘平不仅自己积极献血! 而且还采取

各种形式在单位宣传无偿献血的知识 !

带动身边的人也无偿献血 + 为了让大家

坚持下去 ! 刘平自告奋勇地当起献血队

的队长 +

+5!+

年
1

月 ! 市中心血站的工

作人员给刘平打电话称 ! 周口市临床用

血告急 + 他听后抛下家里事情 ! 立即赶

到单位 ! 建议领导向全体职工发出献血

倡议 + 刘平带头献血 + 仅仅一天时间 !

该单位就组织
1"

人献血 ! 献血总量达

!1,55

毫升! 解了燃眉之急+

近年来! 他先后被卫生部- 中国红十

字总会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两次

授予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铜奖和银奖+

#小火柴$捐助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