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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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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招聘

●地铁机器人中专学校聘招生

校长招办主任招生咨询师县

级招生代理13503861013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5、18版

法律与咨询

●河南洪旭律师事务所

公司、个人法律顾问,金融法

律服务,各类诉讼代理,律师调

查,法律咨询：4006-131-369
CBD商务内环路10号楼2004室

抵押贷款

●典当黄金、玉石、名表、

手机、电脑、承兑汇票等

房产车辆贷款1869582050656705588息低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简便快速

贷款56777776
欠款房再贷银行息额高简便

简便56777787
新老房银行贷快息低循环用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大额资金专办135266265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食品工业品许可证63910208
●投资金融服务公司低快注

册增资验资专办13333869335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工商注册代办13213196669
●香港上海郑州公司60206715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低办公司、资质63702222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13503711111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专业代理记账报税88883992
“工商■资质”
建筑物业房地产园林电力

装饰装修劳务安全证安全员

八大员技工证66364166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86107088、86107188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园林资质特办
园林·建筑·市政·公路·机电

钢构·物业·房地产63819190
资质快办咨询
建筑●水利●电力860991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688
机电●消防●照明86099988
钢构●防水●环保86099088
输变电●装修装饰86099288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资质专办86611327

出租招租

●大学校园门面15003822238
●淮河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

综合楼2-4层3400平招租，独

院大型停车场15515656828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5000
平可分割注册13137117888
●中州大道国基路口北200米
路西精装办公13676994629
●门面房综合楼1-7层6万㎡
出租可经营酒店、商业，郑

东新区商都路前程路东北角

13938462186/13676960788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

侧大型厂院 100多亩，国有工

业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17073500009/17073500006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红专路与经一路交叉口门

面房面积 210M2 有意者面议

电话69069021,13783621878
中青大厦招租
八楼精装800㎡18637105056

求购求租

●求租幼儿园13937106978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出租厂房仓库13598839078
●万三路与郑汴路北国有厂

房办公 5000㎡独立院招租电

话18237175283、15637137727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城东南路仓库门面房出租：

66736683、13523456727
●白沙镇现有厂房和库房出

租10000平米13203871190
●曲梁镇厂库房13203871190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白沙库，九龙镇

库电话：13014647572
●荥阳北邙十亩18638110005
●开封厂房出租13723212158
●绅士厂库房招租手续齐全

配套完善18337193719
●郑东新区九龙镇工业园厂

房15000平米15515551585
★厂房出租★
中原西路荥阳段有1500-
12000㎡多栋厂房出租，

水电齐全13607670687
厂地招（商）租
厂区35亩，紧邻310国道，

距郑州45KM，电2000KVA，
水1500吨/天。13938203699

房地产

●正商别墅急售13949031655
●低售郑东新区 1323㎡商铺

(可带租金)15000元/m2；575～
1150㎡写字楼，8500元/㎡(临
丹尼斯、雅居乐、轻轨、新建

设厅) 18937178357
8000元/㎡洋房
金色港湾200㎡6、7层复式

5室2厅3卫，稀缺多层洋房，

毛坯、送地下室，楼王位置，

前有绿地，后有靠山，前后

两个空中花园约50㎡，航海

路未来路地铁口18613718152
海南滨海公寓
海口市政府旁，泳池公寓火热

发售中！58-120㎡，一房变二

房，70年产权，首付13万起！

0371-56702832
海南养生房

北纬18.5度温馨度假区，

依山傍水森林覆盖率83.3%，
年均温度22.7，90岁以上

老人已达1.87万，电梯洋房

19.6万/套起，三天两晚免

费体验看房0371-55698000

写字间楼

●高铁郑州东站高档写字楼

1.5元出租。15639909281

“文明河南志愿服务进行时”专栏之二

其实，郑州市老年雷锋
团里不仅有左春秀一个“活
雷锋”，其他志愿者也在尽个
人所能，给更多人提供帮
助。79岁的老志愿者赵显
达，已参与志愿服务15年，对
待旅客“问一答十”。

一次，赵显达在志愿服
务中捡到一个挎包，包里没
钱，但装有一张新农合的医
保卡和一张省肿瘤医院 2
万元的押金条。“丢包的人
是从外地到郑州看病的，若
是找不到包，心里该多着急
啊！”赵显达一刻也不敢耽
搁，立即联系医院，得知病
人尚未出院，他工作结束后
连家也没回，直接坐上公交
车赶到医院。经过1个小时
的多方打听和寻找，老人终
于找到病人家属将包归还。

这样的例子，在雷锋团
里还有很多。有的自制小
便条装在口袋，为旅客指

路；有的自办银行存折，为
需要的旅客转账；有的自备
塑料袋和糖果，方便旅客取
用……

如今郑州市老年雷锋团
的志愿服务内容，由最初的
义务指路、提供开水、充电、
应急药品等，已发展到帮旅
客寻人、零钱兑换、安全指
导、调解矛盾纠纷等公共性
服务；服务时间也由最初的
春运、暑运等，变为每天7小
时，除春节假期外全年无休
的常态化服务；志愿者也由
最初的普通离退休人员，变
为注册志愿者。

据该团负责人称，服务
期间，对身无分文需借钱的
旅客，小额的一般由志愿者
自己捐助，数额较大的则提
供银行账号代为周转，目前
已经办理 79 笔共计 39934
元。23 年来，该团共计为
100余万人提供过服务。

23年间“雷锋团”助人百万
郑州市老年雷锋团坚持为旅客提供开水、义务指路、帮忙寻找亲人……

□记者 田育臣 文图

核心提示丨
在郑州火车站，你总能

见到这样一群老人：退休后
仍坚守在一线，戴着红袖标，
四处奔波帮过往乘客指路、
充电、兑换零钱……这些老
人平均年龄66岁，都是郑州
市老年雷锋团的志愿者。其
中，最大年龄的老人已 84
岁，仍每天坚持服务2小时。
23年来，风雨无阻，他们一直
坚持做志愿服务活动，累计
为100余万人提供过帮助。

84岁老人，每天仍坚持志愿服务俩小时

84岁的左春秀，既是郑州市
老年雷锋团的发起人，也是年龄
最大的一名志愿者。1989年，她
从郑州火车站纪委书记的岗位离
休。那时恰逢全国铁路春运大
潮，看到出门在外的人有难处，左
春秀就有了想法，将离退休老干
部发动起来志愿服务春运。
1992年，在左春秀的发动下，十
几名平均年龄70多岁的离退休
老同志自发组成老年义务服务
队，在火车站广场上，支两张桌子
和板凳，拉一个条幅，免费帮旅客

指路、提供开水、列车消息等。
如今，左春秀虽上了年纪，但

仍坚持每天志愿服务2个小时。
2015年 5月，左春秀生病住院，
但病情刚稍微稳定，她又投入到
志愿服务工作中。当时，她冒着
30多摄氏度的酷暑，上午去志愿
服务，下午到医院输液。7、8、9三
个月，她一共参加服务工作60次。

23年来，志愿者队伍从最初
的10余人，发展到今天的160余
人，平均年龄达66岁。其间，左春
秀帮助过多少人，她自己都记不清

了。老人的挎包里有个塑料袋，里
面珍藏着许多受过帮助的旅客寄
来的明信片和留下的联系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左春秀发起
的“困难旅客服务基金”成立18
年，先后垫钱5.6万余元，为1万
余名旅客解决了出行困难；创建
14年的“青少年活动站”，共辅导帮
助铁路系统青少年1200余人次。

“23年里，‘老年雷锋团’先后
有数十位团员去世，我最大的愿
望是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将
雷锋精神传承下去！”左春秀说。

“雷锋团”越来越大，
23年助人百万

84岁的左春秀和79岁的赵显达耐心帮乘客解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