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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31日，中牟县
工商联主席魏刘萍、县接待办
主任贺学琴、中牟蒙娜丽莎婚
纱摄影总经理刘惠、中牟县世
纪城购物广场董事长尚立宾、
北京派斯学校中牟分校校长孙

铖一行来到黄店镇，看望慰问 6
户贫困家庭小学生，并送去儿
童节的祝福和端午节的祝愿。

魏刘萍、贺学琴把价值 500
元的慰问品和1000元的慰问金
送到学生和贫困家长手中，询

问孩子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
鼓励他们积极勇敢面对生活。
受慰问的家长代表孩子感谢政
府、爱心企业的帮扶，表示会教
育孩子好好学习，将来学成回
报社会。

黄店镇党委书记袁瑞霞邀
请魏刘萍一行参观了黄店镇爱
心慈善超市，并介绍了超市现阶
段的运营情况和下一步打算。
中牟时报 马沂峰 王强
通讯员 潘丽霞

庆六一迎端午 爱心人士慰问贫困家庭学生

县人民医院
举行家书分享
暨护士节表彰会

本报讯 5月31日晚，“家
风 家书 家国”天使情怀家
书分享暨护士节表彰会在
中牟县人民医院新区医院
学术报告厅举行。全体院
班子成员出席，临床、医技、
行政后勤及获奖人员 300余
人参加。

会上，县宣传部副部长
吕运奇为“生命如花”摄影比
赛获奖人员颁奖；县卫健委副
科级干部段伟焘为“一封家
书”征文获奖人员颁奖；县广
播电视总台新闻部主任贝宁
为“传递健康关爱生命”微视
频获奖科室颁奖；县人民医院
党支部书记徐俊兰为“我的病
人我知晓”责任护士病例汇报
比赛获奖人员颁奖；县人民医
院院长白金娥为护龄满 30年
的护士颁奖。

王霖分享的《杨开慧家
书》、张皓分享的《左权家书》
震撼了在场所有的嘉宾，职工
家书的分享更是触碰到了现
场护士最柔的那块心田，现场
轻泣声一片；护士代表用家书
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份神圣职
业的热爱和追求，让更多护
理人坚定了“为医学奋斗终
身，用青春书写忠诚”的崇高
理想。

护士们表演了精彩的文
艺节目，舞蹈《古韵今风》以整
齐划一的舞蹈动作，默契熟
练的配合，再现年轻护士的
青春风采。鲜为人知的是，
她们都不是专业的舞蹈演
员，为了达到完美的节目效
果，她们除了在业余时间加
班排练节目，还要奋斗在临
床护理工作的一线。

整台晚会在愉悦的“开心
大抽奖”后进入了尾声。与会
医院领导为获奖人员发放奖
品，一起分享喜悦，共同感受
大家庭的幸福和快乐。晚会
特别增加了学习强国知识问
答环节，答题者冥思苦想，
观众加油鼓掌，主持人幽默
风趣，互动全场，现场洋溢着
热闹欢乐的气氛。颁奖仪式
结束后，全场起立齐唱《歌唱
祖国》，悠扬的歌声，舞动的
国旗，将竞赛现场气氛推向
高潮。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张志磊 文/图

六一，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本报讯 5月 31日，黄店镇
中心小学的20多名小学生来到
烧伤小女孩小芸的家中，和她共
度六一。

9岁的小芸是黄店镇王俭
村人，父母智障，家境贫困。
2015年 1月 20日中午，年仅 5
岁的小芸全身多处重度烧伤，
并因此失去了双手。为了让小
芸开心地过一个儿童节，黄店镇
中心小学的学生们精心编排了
舞蹈《茉莉花》、诗朗诵《六一 六
一》、笛子曲《我和你》、歌曲《明
天会更好》、民族舞《半壶纱》、笛
子合奏《荷塘月色》等节目。

在节目最后，小芸和小朋
友们积极地互动起来，一起玩起
了舞扇。黄店镇中心小学还为
小芸准备了大蛋糕，小芸和小学
生们开心地分享甜蜜的蛋糕。

六年级学生王茗斐说：“参
加今天的活动我很开心，希望
能经常看到小芸脸上的笑容，
有更多人关注残疾儿童。”

黄店镇中心学校校长
王金瑞告诉记者，让孩子接受
教育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老
师不会放弃每一个孩子的教
育，3个多月来小芸也有了很大
进步。以后会让同龄学生多去
小芸家里和她互相交流，帮助
她健康成长。

据了解，2019年新学期开
学之初，黄店镇中心学校结合小
芸的实际情况，成立了“爱心送
课志愿者小组”。每天都有两名
老师来为小芸上课，上演了现实
版的“一个都不能少”。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王周杰 魏勇

黄店镇20多名小学生陪小芸欢度六一

中牟作家李珂君向县图书馆捐赠图书
本报讯 6月1日，中牟作家

李珂君、李道增向县图书馆捐
赠童话故事集《宝盒子与美丽
的蝴蝶》100本。捐赠仪式在图
书馆三楼多功能厅举行，中牟
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副书记
许文焕参加。

李珂君，中牟县大孟镇冯庄
村人，与其父李道增合著童话
集《宝盒子与美丽的蝴蝶》，曾
从事幼儿教育十余年，创作儿

童诗、童话、小小说、电视剧本
和微电影剧本等。李道增，河
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文
集《寻找》、长篇小说《追求》和
《但愿人间有轮回》、电视剧《全
民在线》、电影剧本《虎尾》，在
媒体发表诗歌、小说 80 余首
(篇)，作品屡次获奖。

捐赠仪式上，李珂君给小
读者讲述了《宝盒子与美丽的
蝴蝶》童话集，带有启迪性的童

真语言，一下子就吸引了孩子
们的注意力，带领孩子们开启
了一场童话世界的旅行。

许文焕对捐赠人表示诚挚
感谢，承诺一定将图书合理安
排、精心利用，充分发挥图书的
最大价值，让更多的读者享受
阅读的乐趣。同时也呼吁全社
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到公共文
化事业的建设中，为中牟书香
共建添砖加瓦，让淡淡书香飘

向中牟的各个角落。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乔新月 张亚利 文/图

大孟镇情暖六一 让爱呵护困境儿童
本报讯 5月 31日，大孟镇

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机关党员
举行情暖六一，为困境儿童献
爱心捐助活动。捐助活动结束
后，大孟镇党委书记刘海峰、镇
长王振杰分别前往辖区困难儿
童王子寒，陆梦娇、陆梦龙姐弟
家中进行慰问，为他们带去机
关党支部捐赠的文具、衣物、食
品以及慰问金。

“我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
个有用的人。”王子寒是小学六
年级的一名学生，父母均已过
世，现在与大伯一起生活。王
子寒学习很用功，成绩很好，但
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他性格内
向，不太愿意与人交流，刘海峰
在详细了解王子寒的情况后，
从人生、理想、成长等方面，通
过分享自己的故事与王子寒进

行深入交流，并鼓励王子寒要
坚强、勇敢。刘海峰以个人名
义捐助王子寒 1000元，鼓励他
树立信心，在逆境中自强不息，
有困难及时向政府反映。

陆梦娇、陆梦龙姐弟俩与爷
爷相依为命，生活窘迫，在政府的
帮助下，近年来生活逐渐好转。在
陆梦娇姐弟家，王振杰与孩子爷爷
深入交流，相信询问家庭生活状况

以及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嘱咐孩子
们要好好学习，有什么需要可以和
政府说。随后，王振杰向村两委干
部询问村中其他困境儿童情况，叮
嘱党员干部要集思广益，想一想如
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
为困境儿童解决问题，让他们有
一个幸福的童年。
中牟时报 李淑娟 王强
通讯员 张兵兵

本报讯 5月 31日，中牟县
统战部副科级干部密永、统战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办公室主任
张跃飞、中牟大厦总经理马振强及
中牟大厦新的阶层人士志愿者服

务队9名志愿者一行来到中牟县
特殊学校，向学校捐赠了价值近
2000元的爱心礼物，为无声世界
的孩子们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关怀。

活动中，中牟县特殊学校校

长张彩霞向志愿者们介绍了学
校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成绩。
张彩霞带领志愿者们走进学生
康复训练室，介绍康复器材的使
用方法和作用，并亲自示范。密

永、马振强详细了解了孩子们的
康复情况，鼓励孩子们树立信
心，克服困难，争取早日康复。
中牟时报 徐少杰 王强
通讯员 张国利

关爱聋哑儿童 叩响无声世界

本报讯 5月 30日，中牟县
副县长屈连武、中牟县教体局
局长王国恩、中牟县教体局
办公室主任王辉，在黄店镇
党委书记袁瑞霞、副镇长马庆丽、
镇中心校校长王金瑞的陪同下
看望了黄店镇烧伤儿童小芸，
为她送去了儿童节祝福。屈连

武一行送来了学习用品、“六
一”礼物的同时，还与孩子家长
进行了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孩
子近期的生活、学习情况，并鼓
励小芸的家长要保持良好心态，
乐观面对生活，让孩子无忧无虑
成长。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袁云亮 文/图

中牟县领导六一前夕慰问烧伤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