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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0日 18
时30分，汝州市人民法院法
官贾俊峰办公室的电话铃
声急促响起，申请执行人张
某举报称，在城区一烧烤摊
发现被执行人刘某。贾俊
峰立即组织执行干警驱车
前往，在烧烤摊将被执行人
刘某抓获。

2018年6月，刘某先后
分两次向张某借款 60 万
元，并出具借条两张。刘
某在偿还 25万元后，以各
种理由未清偿剩余款项，
张 某 将 刘 某 诉 至 法 院 。
2018 年 12 月 20 日，汝州
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
判决刘某限期偿还张某出
借款 35 万元。判决生效

后，刘某仍未履行。2019
年 3 月 10 日，张某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贾俊峰法官及其团队向被执
行人刘某先后送达了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和传票，但
刘某拒绝报告财产，拒不履
行义务，拒接法官电话，隐匿
行踪躲避执行。

5月10日晚，当执行干
警出现在被执行人刘某面
前时，正在享用烧烤的刘某
满脸诧异。执行法官说明
来意后，刘某依然表示无钱
偿还张某，执行干警遂将其
带上警车带回，办理完体
检、拘留手续后，已经是21
时30分。

汝州法院
烧烤摊前拘“老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王旭辉 倪晓鹏

本报讯 一颗樱桃让党
幸福感受到的不只是甜，还
有叔叔阿姨送来的那份关
爱。党幸福今年7岁，是南阳
市儿童福利院送到汝州市金
庚医院治疗的脑瘫患儿。

5月11日上午，汝州市
温泉镇河南硕果农业生态园
总经理崔曦等带着200多斤
樱桃，来到金庚医院看望在
院治疗的脑瘫患儿。第一次
吃樱桃，那种不一样的甜及
叔叔阿姨们的微笑，鼓励了
党幸福。党幸福推着助行器
做起了向导，带着叔叔阿姨
挨个房间给小伙伴们送樱
桃。

金庚医院六楼、七楼的
病房，目前收治有200多名

脑瘫患儿。这些孩子来自省
内外的民政福利机构，大多
是因出生时患有智障、脑瘫
等疾病被家人遗弃的。

在六楼的一间病房里，
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小男孩
吃了爱心人士送来的樱桃
后，搬来一个小板凳，指着让
喂他吃樱桃的叔叔坐下。脑
瘫康复一科主任陈轶晓说，
这孩子叫陶欢民，今年8岁，
听不见也不会说话。

金庚医院是知名人士、
出生于中医世家的宋兆普
2003 年创办的。2009 年 5
月，金庚医院首创医院与民
政福利机构结合救治脑瘫弃
婴模式，至今已爱心救治脑
瘫弃婴3000余人。金庚医

院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明
天计划”脑瘫儿童中医药康
复治疗省级和全国定点医
院，宋兆普也被评为全国助
残先进个人、河南省劳动模
范、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2019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

宋兆普对河南硕果农业
生态园的爱心表示感谢，并
介绍了金庚医院与救治脑瘫
患儿的情况。

河南硕果农业生态园爱
心代表刘胜说，金庚医院救
治脑瘫患儿的感人事迹深深
打动了生态园的所有人。“这
些樱桃是员工们今天一大早
从树上采摘下来的，希望喜
庆吉祥的樱桃给孩子们带来
好运。”

河南硕果农业生态园的
发展得到了温泉镇的大力支
持，樱桃园项目占地 1200
亩，种植了“红灯”“黄蜜”“早
大果”等20个品种的优质樱
桃，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
艺学院大樱桃课题组示范推
广基地，今年预计生产鲜樱
桃60万公斤。

“走进一个个脑瘫患儿
的病房，被孩子们紧紧包围
着的时候，我的心都被融化
了。“崔曦说，以后每年都要
来给孩子们送最新鲜的樱
桃。

“进园品尝不要钱，带走
每斤20元。”5月11日，汝州
市临汝镇狮子张村热闹了，
闻讯赶来参加“临汝镇首届
樱桃文化节”的数百辆私家
车把该村及周边的道路停了
个满满当当。

除了参加开幕式，观看

文艺表演和樱桃园旗袍、汉
服走秀，参加读书交流会、摄
影活动等，这些特意赶来的
人之中，当然也有很多“吃
货”，其目标就是狮子张村樱
桃种植户们那500亩已经成
熟，令人口舌生津的大红樱
桃。

张自力是狮子张村7组
村民，在 1.3 亩地上种了 46
棵有17年树龄的樱桃树。张
自力手捧着装着凉皮的塑料
袋，一边吃着一边给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算了一笔
账：每棵收300斤樱桃，每斤
20元，就算是客人们进园免
费摘吃一些后，一棵树最少
也能收150多斤，你算算我
有多少收入。

最让张自力自豪的是一
棵树冠达50余平方米的樱桃
树，张自力说：“这棵树能收
600斤果”。为了保证樱桃的
甜度和口感，张自力可没少
下劲儿，就这1.3亩地，施了
花生饼等肥料1000多斤。

23岁的张太昌刚结婚不
久，运气没有张自力那么好，
和妻子打理的26棵樱桃树，
每棵结果少的有40多斤，多
的有 100 多斤，“我这树还
小，过几年产量肯定能上
去。”对这些视若宝贝的樱桃
树，张太昌显得很有信心。

为了自家的樱桃好销售，
淳朴的乡亲也费尽了心思。
在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樱桃
种植户的园门上，挂着一块精
心制作的小木牌，上写着：我
种的樱桃，比老婆熟。进园采
摘者看后，大都禁不住哑然失
笑，也为这家园主的狡黠、机
智和创意点赞。

据临汝镇方面介绍，目前
狮子张村种植的樱桃有8个品
种，共500亩、3000多棵樱桃
树，亩产量在2300斤左右。

当日上午，由临汝镇党
委、临汝镇人民政府主办的

“临汝镇首届樱桃文化节”开
幕式如期举行，汝州市、临汝
镇有关领导参加了开幕式。

临汝镇首届樱桃文化节揭开“盖头”

本报讯 5月13日，焦
村镇再次开展清除廊道枯
枝落叶、清除路边油菜秸秆
活动，切实落实秸秆禁烧工
作要求。

为打好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焦村镇把秸秆禁烧
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
在宣传车巡回宣传的同时，
镇政府专门抽调一部专车，
由农业中心组织人员在全镇
范围内巡查，发现问题及时
处置。蓝天卫士室全天候值
班，实时监控全镇16个行政

村的秸秆禁烧情况。同时，
以工作片为单位，落实不准
在田间地头、沟河渠旁、公路
沿线等部位堆放秸秆及易燃
物的要求。包村干部协助村
里，对堆放在路边的油菜秆，
以及辖区内堆放的农作物秸
秆、枯枝落叶等物进行清理，
集中堆放，专人看管。

半月来，全镇共清除公
路边油菜秸秆50余车，廊道
旁枯枝落叶15车，彻底清除
了境内易燃源，确保禁烧工
作取得实效。

焦村镇：秸秆禁烧常态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焦玉昌

本报讯 “家里的年轻
人都外出打工了，我一个
老人行动不方便，搬回老
宅子后想着申请用电很麻
烦，没想到昨天给村里的
电工打了个电话，你们就
直 接 上 门 服 务 了 ，谢 谢
了。”5 月 13 日，温泉镇张
寨村的侯大娘对温泉供电
所员工说。

实行“放管服”改革以
来，为了让用户体验到更好
更便捷的服务，汝州市供电
公司持续推行“首问负责
制”“台区客户经理制”，开
通了7种办电服务渠道“零
证预约”，16项简单办电业
务在线完成，另有8项较复
杂的办电业务用户也只需
临柜“最多跑一次”。

“一次都不跑”
让用电更省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韩笑 高明哲

爱心人士来院送樱桃
脑瘫患儿做向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实习生 郝鹏胳 通讯员 刘亚飞 文图

爱心人士给孩子们送樱桃

摘樱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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