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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100 名
“山果”儿童的笑脸
——周口市人大代表张平实施“天使圆梦计划”纪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通讯员 程瑶 文图

周口凯盛实业有限公司
荣获
“十佳诚信单位”
称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通讯员 张斌 于艳华 文图

张平（右一）给贫困孩子送去书籍、
书包等慰问品

周口凯盛实业有限公司荣获周口市“十佳诚信单位”光荣称号，中
间为董事长方凯。

3 月 22 日 12 时 30 分许，周口市闫庄社区的小鹏宇家来了几位客人，她们带着
书包、课外阅读书籍和衣服等礼物。这几位客人是周口市人大代表张平和周口妇产
医院的医生们。
当天上午，周口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隆重开幕。该市人大代表、
周口妇产医院院长张平趁着会议休息时间，来小鹏宇家看望。

市委书记推荐的一篇文
章，让她动了真情

推行天使圆梦计划，将救
助百名困难儿童

小鹏宇出生在 2012 年，
家中还有个 12 岁的姐姐小嘉
慧，父亲在去年 8 月发生意外
脾脏破裂，妈妈在 4 年前检查
出甲状腺疾病，做了甲状腺切
除术，每天需要服用药物来平
衡甲状腺功能，家中生活困
难。
张平既是人大代表，又是
周口妇产医院院长，当她通过
川汇区荷花路办事处了解到
小鹏宇家的困境时，当即决
定：资助小鹏宇姐弟俩，每月
为姐弟俩各送去 500 元的生
活学习费……
“非常感谢，真是太感谢
了，感谢社区领导，感谢张院
长。”紧握着手中的爱心慰问
金，家住周口市闫庄社区的小
鹏宇爷爷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驱
使张平关注困境儿童呢？原
来，这要从去年的一件事说
起。
2018 年 2 月，周口市委
书记刘继标在为全市党员干
部讲廉政党课时，满怀深情地
朗读了一篇《我叫山果》的文
章。故事讲的是在云南省一
个穷乡僻壤的小村里，有一个
14 岁的小女孩背着一篓核桃
忍饥挨饿、跋山涉水走了几十
公里路才坐上列车去卖核桃，
因为她要给母亲治病……
文章中那名困境女孩的
遭遇，深深打动了全场干部群
众，同时也激发了广大干部群
众为困境儿童广施善举的热
情。这其中，
就包括周口市人
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张
平。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关注
困境儿童，像母亲一样给孩子
们送去关爱。

张平告诉记者，她学习了
刘继标书记讲的“山果故事”
之后深有感触。
“刘书记要求我们要‘心
存 感 恩 ，人 心 向 善 ，心 系 百
姓’；
（周口）市长丁福浩在最
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讲到，
今年将继续做好城乡低保、特
困供养、孤儿养育等工作。”
张
平说，她作为一名人大代表，
一名妇女儿童健康的守护者，
深感有义务、有责任帮助困难
孩子们，让这些孩子得到更多
的爱和温暖。
于是，张平和她带领的周
口妇产医院今年启动了
“天使
圆梦计划”，将援助 100 名困
境儿童，长期资助，直到他们
大学毕业，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上的爱和关怀，让这些孩子健
康快乐地成长。
“ 帮助孩子们
乐观、阳光、坚强地面对生活，
努力学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这也是我作为一名人大代
表的价值所在。
”张平说。
目前，这项圆梦计划已经
开始行动了。3 月 6 日至 22
日，张平带着医院的妇产科主
任穆灵霞和不孕不育科主任

张艳华等，
分别到淮阳县冯塘
乡刘庄村、川汇区西杨庄社
区、西华县刘草楼行政村、项
城市南顿镇水牛刘村和闫庄
社区等地的 8 名困境儿童家
中，给他们送去课外阅读书
籍、书包和换季的新衣。
“宝贝，这是给你买的课
外书，
课余时间，
你要多阅读，
阅读能丰富你的精神世界，
读
书也是你的精神旅行。”在冯
塘乡刘庄村困难儿童小明珠
家，
穆灵霞像母亲一样与她交
流聊天。略显羞涩的小明珠
点点头，接过书籍，随手翻开
看了起来。
“孩子，阿姨下个月来时
给你带新华字典等学习用书，
你还需要什么，
想起来随时给
阿姨打电话，
我把号码给你留
下来，也记下你的联系方式，
好不好？
”在穆灵霞的引导下，
小明珠拿出一本书让穆阿姨
写下了电话号码。而看到穆
灵霞要走了，
小明珠依依不舍
地和她挥手告别……
而每当看到孩子们的一
张张笑脸，
张平和她的团队也
会感到非常欣慰。
“ 我们要把
关爱‘山果’的行动持续开展
下去，传递更多的正能量，温
暖更多的孩子。
”张平说。

张平（左一）带领她的团队看望小嘉慧

本报周口讯 3 月 15 日上
午，以“信用让消费更放心”为
主题的纪念国际“3·15”消费
者权益日在周口市五一广场
举行。周口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吉建军，周口市人大副主
任杨永志、周口市政协副主席
程维明等出席活动。会上宣
读了荣获 2018 年度全市“十
佳诚信单位”称号的企事业单
位名单，其中，周口凯盛实业
有限公司荣获周口市“十佳诚
信单位”
光荣称号。
据介绍，周口凯盛实业有
限公司是一家正在蓬勃发展，
以房地产综合开发为主，兼营
房屋销售、物业管理等业务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23 日，是周口综
合实力最强、发展规模最大的
民营企业之一。
“‘开发一个楼盘，造福一
方人民，树立一座丰碑’是公
司永远不懈的追求。”企业董
事长方凯表示，今后他们公司

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发展才是
硬道理”的指导思想，以先进
的开发理念、成熟的开发经
验、诚实守信的经营作风，同
心协力、开拓创新，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浪潮中，努力把凯盛
实业有限公司，建设成为周口
市本土最具竞争力的房地产
企业之一。
近年来，周口凯盛实业有
限公司为适应市场竞争、公司
发展的需要，按照“诚信为本，
用户至上，创建精品，服务大
众”的经营原则，在董事长方
凯的带领下全体员工齐心协
力、奋力拼搏，以“管理创品
牌，品牌促发展，诚信赢顾客”
的工作思路，和“追求卓越，力
臻完美”的经营方针，积极开
展各项生产经营工作，使公司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增
强了企业的整体实力与发展
后劲，为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
和美化城市面貌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周口作家群如何异军突起？
这本书为您深度揭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本报周口讯 近些年，周
口作家群异军突起，活跃文
坛，日益壮大，已成为中原作
家群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
那么，这支带有地域文化特色
的作家群如何异军突起的？
日前，周口市文学评论家任动
著作《特色文化品牌周口作家
群》出版，为广大读者揭开这
一谜底。
《特色文化品牌周口作家
群》是任动近年来致力于周口
作家群研究的最新成果，研究
对象涉及出生在周口，活跃在
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刘庆邦、
邵丽、柳岸、钱良营、李乃庆、
邵超、阿慧、尉然、宋志军、申
艳、邵远庆等 30 多位作家、诗

人。全书共分九章，近 40 万
字，全面展示了近年来周口作
家在小说、诗歌、散文各方面
创作的成果及特点。
任动，系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
员，现任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
副院长、周口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在《文艺报》
《文艺理论与
批评》等报刊发表关于周口作
家群研究的学术论文与文学
批评 100 多篇，策划周口作家
群研究活动多项，并在周口师
范学院主导开设了周口作家
群研究课程。曾获河南省文
明教师、河南省高校系统优秀
共产党员、周口师范学院教学
名师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