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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女儿一个求助电话
郑州妈妈找来一群人帮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实际行动诠释军人本色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来河南宣讲先进事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岚

朱素玲一行接完李小凤家人后的合影(左三朱素玲、右一李小凤)图片来自受访对象

李小凤，四川绵阳人，汶川地震幸存者。
朱素玲，河南一名普通的志愿者。
1 月 3 日中午，从山东打工返家途中的李小凤一家六口（还带着
孩子），走到河南中牟境内的高速时，遭遇追尾，李小凤一家被迫全部
下车，这可咋办？慌乱中，李小凤拿出手机一搜，朱素玲这个名字跃
入眼帘，她立马想到十年前震后，当时作为志愿者的朱素玲不仅帮她
树立信心，俩人还因为投缘认作“母女”，结下深厚情谊。
这次的求助一个电话，郑州的“妈妈”当即叫来一帮热心人，冒着
严寒，前去接她和她的家人……

“女儿”一个求助电话，
“妈妈”二话不说找人帮忙
昨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
访到了李小凤口中的
“妈妈”
朱素玲。
朱素玲说，那天，她接到小凤的电
话后，立即叫来了郑州爱心公交车长
郝蕾和另外一个志愿者李老师一起赶
过去。1 月 3 日当晚，朱素玲和郝蕾等
一行开着两辆车，先是给李小凤一家
送去衣服和食物，之后还给他们安顿
了住所。
郝蕾说，那天天刚擦黑，她接到朱
阿姨来电时，刚下班到家，一听阿姨说
需要帮助的人多车不够，她二话没说，
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便去了。
当时受助人还不在郑州市区，
是在
中牟境内的高速上，
她跑到朱阿姨家和
大家会合后，
大家开了两辆车前去。
郝蕾和朱素玲赶到时，李小凤一
家快要冻僵了。第一天夜里，李小凤
一家被安顿在了郑州市内的宾馆。后
来几天，朱素玲便让李小凤一家住到
了自己家。
直到 1 月 9 日，李小凤家的车修
好，交通事故处理完，李小凤一家才恋
恋不舍地离开郑州。
谈起如何认识了李小凤时，朱素
玲说，2008 年汶川地震时，作为河南
的志愿者，她和全国的爱心人士一样，
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灾区同胞。于是，
和几名志愿者一商议，2009 年春节前
夕，她和 7 名志愿者踏上了慰问灾区
灾民之路。当年，他们是从四川江油
下的车，经当地团委开过证明后，他们
直奔重灾区平武县南坝镇。但到那里
后，因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前行，便走
到石坎乡。
正是在这里，
他们结识了李小凤一
家。那天天色已黑，
朱素玲一行 8 名志
愿者，
无处安身。这时他们刚好来到李
小凤家的简易房处，
询问能否住下。李

本报讯 1 月 11 日，全国“最美退
役军人”先进事迹河南报告会在陆军
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礼堂举
行。5 名“最美退役军人”代表用朴
实的语言、感人的事迹、真挚的情感，
生动诠释了“最美”的含义，全面展现
了
“最美退役军人”
的时代风采。
1 月 11 日下午 3 时，全国“最美
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河南报告会开始
后，来自内蒙古电力公司乌海电业局
输电处高级技师郑璐、贵州省思南县
东升森林种养家庭农场场长王明礼、
福建省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党支部

书记林上斗、江西兵哥送菜实业有限
公司创始人陈堃源、广州海关归类分
中心三级关税专家甘露 5 位同志，一
走上主席台，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
掌声。
据介绍，2018 年 11 月 10 日，中
宣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向社会公开发布了 20 名全
国“最美退役军人”
的先进事迹。当天
来这里作报告的 5 名报告团成员，就
是全国 20 名“最美退役军人”中的典
型代表。报告会吸引了省直机关代
表，郑州市党政机关干部、企业职工、
高校和各界群众代表，驻豫部队现役
军人代表等共 1300 余人前来聆听。

郑州慈善千里援疆

187万余元爱心物资运往哈密

小凤很热心地将他们全部留宿。
当晚，朱素玲和李小凤的一双儿
女睡在同一张床上，其他人有歪沙发
的，有打地铺的，
“我们人多，能睡的地
儿，大家都占用了。”就这样，朱素玲一
行在李小凤家吃住了半个月。
那段时间，朱素玲一行志愿者一
直在帮灾区人民做心理疏导，就这样
她和李小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2009 年，李小凤一家受邀来朱素
玲家过了年。

十年了，她们的情谊没变
如今朱素玲年近 69 岁，而小凤 46
岁，
小凤刚开始管她叫干妈，
后来，
朱素
玲说，
她没女儿，
干脆让小凤叫她妈。
去年，朱素玲一行重返灾区，看到
当地盖起了新房，盖起了楼，
“ 真为他
们感到高兴，祝福他们永远平安，日子
更好。”十年了，她们的情谊一直没变，
虽不常见面，
但却一直通着电话。
1 月 11 日下午 2 时许，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连线到四川绵阳的李小
凤和她爱人杜先生。
杜先生说，在郑州住了几天后，他
们于 1 月 9 日晚启程，次日晚 11 点平
安到家。马上快过年了，他们在忙着
收拾屋子，准备年货。
“经历了生死之后，遇到了这么多
河南的好人，心中有大爱的人，这些都
是让我们好好活着的力量源泉。”杜先
生说，人与人之间，就该多一些这样的
真诚和友谊，
而不是虚伪和尔虞我诈。
正忙着的李小凤听说河南媒体来
访，她赶过来专门接了记者电话。
“没有更多语言形容，只有深深的
感谢。感谢生命，让我还活着，感谢我
的河南妈妈……人生在世，
什么钱多钱
少，一家人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就是
最好的。快过年了，
祝福所有帮助过我
们的河南人，
祝福你们。
”
李小凤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文 许俊文 摄影
本报讯 慈善援疆再出发！1 月
11 日上午，
“ 汇聚绿城爱心 助力援
疆工作”为主题的千里援疆发车仪式
在郑州慈善·爱心公益联盟基地举
行，一辆 13.5 米长的大货车满载价
值 187 万余元的 5382 件爱心物资，
从这里启程运往新疆(如图），传递郑
州人民的深情厚谊。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近 20 名志愿者
忙得热火朝天，把分装整齐的爱心物
资装车。
“志愿者们加班加点忙了一个
多月，共准备了爱心棉衣、棉被、米、

面、油、生活用品、文体用品及爱心玩
具 等 ，共 计 5382 件 ，价 值 187 万 余
元。”郑州慈善·爱心公益联盟负责人
石胜利介绍说，这些爱心物资有热心
市民捐赠的，
也有爱心企业购买的，
经
过三天两夜的运送后，这些饱含郑州
人民爱心和深情的物资，将送往距离
郑州2400多公里外的新疆哈密。
据郑州慈善总会副秘书长桑暄
越介绍，这一大车爱心物资起运后，
紧随其后的还有援疆的爱心善款和
慈善项目。据了解，今年是郑州慈善
总会千里援疆的第四个年头，在以往
慈善援疆的基础上，今年，郑州援疆
慈善项目也将更加丰富。

博爱供电：
排查隐患确保度冬供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孙亚
本报讯 1 月 11 日，博爱县供电
公司清化供电所组织技术人员通过
重新分配负荷形式对过载运行的牛
王庙 2 号台区进行治理，确保度冬期
间配变安全可靠运行。
该公司结合往年负荷增长情况，
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组织辖区 9
个供电所对统管台区进行“地毯式”

排查，全面梳理配变运行薄弱环节，
还通过采取电采数据分析与设备管
理、台区负荷增长监控等与日常工作
相结合的形式，对低电压、重载配变、
过负荷、三相不平衡台区进行筛选整
理，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以保障
度冬期间高质量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