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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路虎宝马包月 15038199666
●首航租车 66664788新车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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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A13、14版

求购求租

求租买整栋楼
2千-4万平18638119215

出租招租
●大窑洞十孔租 13700813371
●陇海路兴华街5000平招金
融大型餐饮办公13137117888
●国基路660㎡、508㎡饭店
招租无转让费18739901188

东区旺铺招商
尚书苑社区文化风情第一街

农业南路欧凯龙旁53319070

房地产

●转中牟、团现房13598839827
●全市最低价售未来省核心

行政区升值空间巨大1323㎡
商铺，15000元/㎡ 写字楼575
～1150㎡，7900元/㎡，无过

户费 13525638888

●北大学城天地湾叠加别墅

225㎡送一层及车库、花园170
㎡售价650万13503718293王
39亩空地租售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附近有

空地39亩，有国有土地证，水

电、路通，区位极佳，出租出

售合作均可。刘：18039966601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66213000

出租仓库厂院

●港区60亩厂院18790298366
●西南四环1100㎡航吊车间

水电办公土地证13938507112
●7万㎡标准仓库招商：存储

酒水饮料食品、及各类商品

物资，提供配送、融资一站式

服务。地址：郑州市南三环中

部酒水食品商贸物流园（普洛

斯北邻）。电话：18037802777

●大型仓储招租 15093283709
●东明路仓库租13017669098
●仓库750㎡出租国基路与中
州大道东 300米 13803711981
●须水钢构厂房13803857155
●西四环厂仓院13938289158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厂房出租

厂房3500㎡科学大道东段
带院 13937153020
厂房土地出租
中原路西三环交叉口东100米
路南200-3000㎡13938403333

设计施工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办公店面商场55695655价优

●效果图施工图 15838378057
●效果图施工图 13253679815

装修装饰

●品尚展柜厂18039110969张

家政服务

●疏通改管防水治漏55552968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清洗外墙打孔防水61612779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保姆钟点做饭护理67715997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星之爱●月嫂育婴55680565

●清化粪池88880256疏通钻孔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招商

●粮工米面油醋，各大院校商

超酒店专供，诚招各地经销

商。电话：0371-61023888
●农家地锅城加盟86621103
●速通物流招商，18838115083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在各

市，县设立办事处，另找个人

经销商，项目合作15036008588
●信用项目招商15038015253
●大学校内商铺招租，

联系人：郑15639776999
整楼招商出租
郑州火车站东广场繁华地段

1-2层500平米/层，3-11层3
600平米，电话13526305888

转让

●药店寻合作15238698657
●●盈利超市转让15713870697
●美容院美发店15713870691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13700888738
●大学路700㎡火锅店56006729
●玉凤路福元路营业中饭店

260㎡接手可盈利15936277061
●星级酒店转让 13523506003
●因工作外调郑州大型快递

网点出让或合作18903858317
●经三路门面转租180㎡带天

然气 13526718677，55011359
●低价转让开封市中心大型量

贩KTV15738851219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寻人启事

●吴冬青女44岁短
发身高1.58米左

右于2015年9月
22日下午6时许在

郑州市紫荆山路与

东里路走失驻马店口音走时

上身穿黑色袖身上带白条条

长袖衫下身穿黑平绒裤脚穿

桔黄色布鞋右手习惯性好放

在前胸大脑反映迟钝语言表

达不清提供线索者定重谢

15738956992 15981884545

●杨欢喜女36岁于
9月22日离家出走
身穿白色短袖深
蓝色牛仔裤浙江
口音知情者请联
系定重谢18539995933

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闲置医疗器械物物交换
电话：18937628197
●企业军训拓展0371 55000789

软件网站
●398起建网站15981824310

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鲁
朋飞的父母第一时间赶到部
队。虽然他们心情万分悲痛，
但得知和儿子一起牺牲的教员
是个独生子，他们当即拿出2万
元钱，请部队领导转交给教员的
父母,“我们还有个儿子，他们比
我们更难”，鹏飞的父亲说。

其实，作为靠种几亩地卖
菜的他们来说，生活并不富裕，
除掉种子、肥料、农药等成本，
一年下来也就剩个万儿八千。
同学、战友得知鲁朋飞牺牲后，

大家自发给老人捐款。鲁朋飞
父母接到捐款后，捧着捐款哭
了整整一宿，他们说，“这些钱
有整有零，是孩子们把零花钱
都拿出来了！”思前想后，他们
决定从抚恤金中拿出10万元，
作为家庭困难学员的补助金。

鲁朋飞父母离开部队前，
还给部队领导留下一封信，信
中说：“我们全家始终认为，既
然孩子那么热爱部队，我们做
家长的就不能做对不起孩子的
事，给他脸上抹黑。”

他走了，却把坚韧和爱心留下
飞行学员鲁朋飞为避开人群坠机牺牲，本报还原英雄生前的生活点滴
□记者 郭长秀

核心提示丨今年5月13日，鲁朋飞驾驶飞机执行训练任务时，飞机在空中突发重大险情，为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舍命驾机转向，避开人口密集区，献出了年仅22岁的生命。

为了充分了解鲁朋飞生前的学习生活状况，大河报记者从9月13日到9月18日，连续6天
分别深入鲁朋飞生前所在的海军航空兵学院和他的家乡博爱县磨头镇进行采访，将一个生动真
实丰满的英雄形象还原给读者。

鲁朋飞的母亲含泪告诉记
者，朋飞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飞
行员，小时候最爱的玩具就是小
飞机。

鲁朋飞高中就读于沁阳一
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
中毕业那年，家里想让他学医，
当会计师的舅舅建议他学财

会。但听说学校招飞行员后，他
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偷偷报了
名，顺利通过了学校、沁阳市和
焦作市体检，直到要去郑州体检
了，他这才告诉了家里。

父母劝他说，以他的成绩考
个名牌大学不成问题，要慎重
选择。朋飞说：“我喜欢部队，

喜欢飞行，我的选择只有这一
个！”他的选择，最终得到了父
母和舅舅等人的理解和支持。
鲁朋飞牺牲后，他的父亲说，

“既然孩子喜欢这个职业，选择
了这个职业，我们做家长的支
持他。孩子虽然牺牲了，但我
们不后悔。”

鲁朋飞学习刻苦在团里是
出了名的。一次检验飞行前晚
上11点，时任大队长的胡全喜
查铺，看到鲁朋飞床上没人，走
到大队会议室时发现他正在背
飞行理论。胡队长问这么晚为
什么还不休息，他略带紧张地
说：“我特别想飞行，家里也特别
支持，总担心飞不好被淘汰！”

“好男儿来当兵，大丈夫去
飞行”，这是贴在鲁朋飞床头的
一句话。地面预习是飞行的基

础，为了把基础打牢，他每天不
到5点就起床，背诵复杂的起落
航线程序、特技动作要领、特情
处置方法，白天一头扎进座舱
动手实操，还没有真正上飞机，
多数课目的操作要领已烂熟于
心。刚开始旋梯滚轮训练时，
鲁朋飞只要一上去，转个几圈
就会不适应。为了征服这个课
目，他硬是拗着战友把自己绑
上去，有时一练就是半个多小
时，下来后豆大的汗珠直往下

滴，大家看他痛苦不堪的样子，
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却自嘲地
说：“不过如此嘛，咱离飞行又近
一步啦！”

伞降训练是每名学员飞向
蓝天的必修课目，然而对高空存
有先天恐惧心理的鲁朋飞来说，
却是一道难关。在勇气胆魄的
考验面前，他没有退缩，平台着
陆训练别人练10次，他就练20
次、30次、40次，最终他的伞训
成绩在同期学员中名列第一。

出生在普通农村家庭的鲁
朋飞，每月都将节余的津贴寄
回家。他平时穿着非常简朴，
内裤和袜子也都是配发的，破
了也舍不得扔。一次战友看见
他坐在床上补袜子，调侃他说：

“一双袜子也要不了几个钱，你
干吗费那个劲！”他笑着答道：

“平时给家里也帮不上忙，省点
钱回家时给父母多买点东西孝
敬孝敬！”

他对自己总是这样“抠”，

可每次帮助别人却很慷慨。在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3年学习期
间，他每季度都无偿为“SOS”
儿童村捐款，并辅导孩子们学
习。

2014年3月刚开学，鲁朋
飞心里想着为四川大凉山贫苦
山区的孩子们做点什么。他利
用周末时间，整整刷了586双
鞋子，洗了345件衣服，晾干后
统一装箱，联系慈善组织，送到
山区孩子们手中。

心怀航天梦，瞒着家里报了飞行员

先天恐高，他的跳伞成绩却名列第一

袜子破了不舍得扔，却时常给儿童村捐款

接到同学战友的捐款，他的父母哭了一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