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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失散30多年的亲人团聚

本报商丘讯 4 月 21日上
午，在商丘市总工会举行的“弘
扬好家风——贤内助、廉内助”
主题演讲比赛上，商丘市第一人
民医院护士肖丽在此次演讲比
赛中荣获二等奖。

肖丽今年29岁，家住商丘
市睢阳区，是商丘市第一人民医
院眼科、口腔科、疼痛科病区的
一名护士，已工作5年。此次演
讲比赛选手是由各单位推荐，
经商丘市总工会遴选后，共有
18名选手进入决赛。比赛设一
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
五名。比赛中，肖丽结合自身

故事，以《巾帼本色，宜室宜家》
为题，诠释了对家风、孝道和幸
福的理解，阐述了做一名贤内
助对工作、生活和家人的积极
影响。

演讲比赛中，她以生动感人
的故事、声情并茂的演讲，充分
展示了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医
护工作者良好的精神风貌，赢得
了评委和观众的赞许和好评。

“在这次比赛中，让我更
加深刻地意识到良好家风的
重要性，它不仅是一种无形的
力量，更是家庭和睦、生活温
馨、后辈健康成长的重要因

素。”肖丽说。
比赛当天，该院妇委会组织

女职工代表20多人到场聆听。
通过聆听，大家认识到，弘扬好
家风，做贤内助、廉内助关系到
家庭幸福、社会安定和国家富
强。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从自
身做起，做一名弘扬好家风的贤
内助、廉内助。

据了解，肖丽自工作以来先
后被评为单位“十佳青年”“优秀
责护”“学习型护士”“护理技能
操作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
员”，并多次代表该院参加省、市
级工会组织的各种比赛。

本报商丘讯“如果不是邮
政局小陈他们下那么大的功夫，
哪有我们母女失散30多年的团
聚。”近日，商丘市夏邑县业庙邮
政支局3位邮政人员收到一封
没有具体地址的“死信”，3名
邮政人员再三考虑，决定让这封

“死信”复活，他们在该乡5万多
人、33个行政村、87个自然村中
历时不到10天，成功找到收件
人马兰英，最终，让分离30多年
的亲人团聚。

4月26日上午，记者联系到
了与女儿分离 30多年的马兰
英。

“跟俺闺女相认后，她在我
这儿住了半个月呢！”老人马兰
英高兴地说，这一切多亏了邮政
局的工作人员。

据马兰英介绍，她今年73
岁，家住商丘市夏邑县业庙乡王
油坊村后宿庄。30多年前，她
与老伴宿万友在西安谋生，因子
女较多，生活贫困，将年仅6岁
的女儿张晓梅送人抚养。

随后，马兰英一家返回老家
夏邑县业庙乡生活。回到夏邑
县后，由于抚养人地址变换，中
断了与抚养人的联系，苦苦寻找
女儿多年，却一直没有音讯。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女
儿张晓梅也在不断地找寻二老，
可她养父母只记得其亲生母亲
叫马兰英，具体地址不清楚，只
知道其老家在夏邑县业庙乡。
张晓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寄了
一封地址为“河南省商丘市夏邑
县业庙乡马兰英（收）”的挂号
信，并且上面未写寄件人的地址
和联系方式。

3月18日，业庙邮政支局收
到了这封没有具体地址的“死
信”。

据投递员陈文涛说，按照邮
件处理规定，这个邮件可以按照
无着邮件处理，他将这一情况上
报给该邮政支局局长李道欣。
李道欣仔细检查信件后，发现地
址为手写，且字体潦草，便将他
和投递员康俊唐叫来一起商量，
认为现在联系大都是用电话、微
信，极少用信件，且该信件为手
写，寄件人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
情，3人决定让这封“死信”复
活，尽最大努力找到收件人。

“可该乡5万多人，33个行
政村，187个自然村，要找到收
件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投
递员陈文涛说，他们 3人分工
后，开始走访了33个行政村的
村支书、村主任，七八天过去了，
仍没有打听到马兰英这个人。

于是，3人再次聚在一起分
析，感觉马兰英可能是个老人，
他们接着向年龄在六七十岁以

上的老人打听。功夫不负有心
人，陈文涛终于在业庙乡王油坊
村后宿庄找到了一位名叫马兰
英的老人。

马兰英夫妇当即拆开信
件。刚看一会儿，两位老人就非
常激动，称正是自己失散多年女
儿写给他们的信。按照信中的
联系方式，他们马上拨通了电
话，听到30多年未见的女儿声
音，两位老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
的情绪，放声哭了起来。

4月19日，马兰英和宿万友
将一面写有“让我失散多年的女
儿得以团聚”的锦旗送到业庙邮
政支局，两位老人紧紧握着李道
欣的手，一个劲地说：“感谢你
们，如果不是你们下那么大的功
夫，哪有我们一家人失散30多
年的团聚，帮俺那么大的忙，竟
然连一支烟也不吸，一口饭也不
吃，你们真是大好人啊！”

本报商丘讯 “沧海不
闻桑田，阡陌无虞高山，古
昙千古女帝，宋城惊鸿藏
颜！哪个女子不爱美，哪个
女子不喜装，而我宋城女子
却从未爱怜娇颜，她们投身
大气治理工作，义无反顾地
坚守在防治第一线！”4 月
24日，商丘市睢阳区宋城办
事处宏景丽都网格长朱婷
婷在自己的网格日志中这
样写道。

在宋城办事处辖区，无
论是白天、黑夜还是周末，都
可随处见到佩戴红袖标、手
拿记录本、穿梭于各个门店
及角落的宋城网格人员，“我
们每天要对网格内的门店和
背街小巷巡查至少三次，对
不按要求使用净化器的门店
开展‘净化’行动，严把餐饮
行业‘环保关’，同时对网格
内新出现的污染源进行及时
处理和上报。”

为了防止部分门店和流
动商贩与工作人员“打游
击”，宋城办事处结合工作人
员的个人情况，将每个网格
工作人员分成两班，打破正
常的8小时工作制度，实行
错时工作。错时工作人员每
天工作时间从中午12时至
下午3时，下午为5时至深夜
11时，有效防止了门店及流
动商贩的投机行为，实现了
辖区大气防治和市容市貌的
有效监管。

宋城办事处党委书记孟
超表示，为了确保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取得长效，宋城办
事处层层传导压力，对各网
格内实行每周一例会一评比
一督查，实现了各门店和流
动商贩在思想和行动上由原
来的抵触，到现在的主动配
合的转变，也促使了网格员
加班加点齐上阵，撸起袖子
加油干的良好局面。

本报商丘讯 今年以
来，宁陵县认真贯彻落实省、
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项目
建设为抓手，狠抓招商引资、
产业集聚区建设、城镇化建
设、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环境
污染治理、脱贫攻坚等重点工
作，该县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
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实
现了“开门红”。

据介绍，预计一季度该
县生产总值完成25亿元，同
比增长8%，增幅居商丘市第
5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
成 13.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1%，增幅居全市第4位；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12.4亿元，
同比增长 15.2%，增幅居全
市第3位；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完成12.2元，同比增长
13.5%，增幅居全市第5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7
亿元，同比增长22.8%，增幅
居全市第1位；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完成9.5亿元，同比增
长 35%，增幅居全市第 3
位。作为该市工业薄弱、经
济总量小的地方，该县在一
季度克难攻坚，实现各项指

标稳步增长，数据全面飘红。
宁陵县在一季度取得如

此成绩，主要得益于工业经济
发展形势平稳。该县89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13.2亿元，形成了以农资化
工、家居制造、农副产品加工
等行业为主导经济的工业格
局，对GDP拉动作用明显。
另外，今年该县新引进项目
12个，加上续建项目，全县在
建项目达30个，一季度完成
投资12.4亿元。

据了解，在紧盯重点项
目建设的同时，该县高度重
视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把此
项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
神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抓手，
摆在突出位置。通过抓学习
贯彻、抓规划编制、抓项目谋
划、抓建设进度等措施，建立
健全项目动态管理机制、项
目调度推进机制、项目督查
督办机制、项目推进考核奖
惩机制、项目推进保障机制

“五项机制”，全面抓好项目
建设，确保项目建设组织到
位、资金到位、服务到位。

□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文图

护士肖丽荣获商丘市“弘扬好家风——贤内助、廉内助”主题演讲二等奖

□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窦心雅

巾帼本色 宜室宜家

商丘市睢阳区宋城办事处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一直未停息
□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侯博 孟杰

宁陵县

紧盯重点项目建设
实现“开门红”
□记者 陈海峰 陈曦 通讯员 何为

3位邮政人员 历时近10天 走访33个行政村 复活一封“死信”

马兰英夫妇送来的锦旗，对夏邑县业庙邮政支局的3位邮政人员来说，是
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