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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受访者供图）

“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
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连日来，周口淮阳
26岁小伙赵倧，推着轮椅上97岁高龄的奶
奶，乘坐高铁到西安旅游的视频在网上走红，
受到诸多网友点赞和祝福。9月11日，记者辗
转联系到了他，还原了背后的感人故事。

奶奶把我养大
一直想带她逛逛

花白的头发、满脸皱纹、
慈祥的笑容，坐在轮椅上的
97岁老人焦永英显得很开
心，每到一处，宛如小孩子一
样，眼睛四处看个不够。在
后面推轮椅是她的孙子赵
倧，一边照顾奶奶，一边俯身

和老人交流。
赵倧今年26岁，此前在

南京工作。这次辞职后，前
些日子刚参加完执业医师资
格证考试，目前正在找新工
作。趁着这个间隙，从周口
出发，他推着奶奶，到漯河乘
坐高铁赴西安旅游。

从9月初到6号，近一周
时间，除了上下台阶、上下车
等特殊情况外，都是由赵倧

推着轮椅上的奶奶在西安游
玩，老人甚是兴奋。

其实这次出游，赵倧早
有准备，奶奶行动不便，不希
望老人太劳累，为了给奶奶
减负，出发两周前他花了
300 多元买了一个折叠轮
椅。

9月11日上午，当记者
辗转联系到赵倧时，他已经
和奶奶从西安平安返回周口
淮阳老家，他自己又乘车到
了南京。

赵倧3岁时由于种种原
因，父母照顾不了他，把他交
给奶奶抚养。从此，体弱多
病的赵倧和老人相依为命，
吃住在一起，一晃长大成人。

“奶奶从小把我养大，对
她的感情很深。”说起焦永
英，赵倧打开了话匣子，言语
间透露着对奶奶的爱。

“能推着奶奶外出旅游，
是我的心愿。”赵倧说，尤其
是爷爷去世后，他就一直有
这个想法，“现在终于实现
了，我很开心。”

等奶奶休整完
计划再带她去看看大海

之所以和奶奶一起旅
游，赵倧透露，奶奶和他待在
一起时很开心，只要老人旅
途中高兴了，这比啥都强。

9月11日下午，记者通

过手机视频通话，联系到了
焦永英老人。当时，她刚吃
完午饭，正坐在门口休息。

她的家人在转达记者采
访意图后，老人对着视频显
得很幸福，一直抿着嘴笑，

“外面挺好玩的，很开心，孙
子也很孝顺”。

今年97岁的焦永英，共
育有7个子女，膝下共有60
多个子孙后代，如今四世同
堂，逢年过节大家都会团聚
在一起，其乐融融。

“奶奶年龄大，一旦在路
上有个闪失，后果不堪设
想。”赵倧说，刚开始提出带
老人旅游，也有顾虑和担忧，
家人有个别持反对意见，最
终经过他的坚持，终于和奶
奶一起踏上旅游的道路了。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
老。”如今，焦永英老人由几
个子女轮流照顾，身体还行，
就是听力不佳，需要趴在耳
朵边，和人交流时比较困难。

虽然不在一起，但隔不
了几天，赵倧都会给奶奶打
个电话。大多时候，奶奶一
个人说，他光听。

对于下一步计划，赵倧
说，他打算让奶奶休息一段
时间，等他再有闲暇时间，只
要条件允许，就会推着奶奶
一起到青岛看海，到更多的
地方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给
奶奶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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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注销公告：河南光达邮电实

业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4614712010R，经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李永

辉王瑞韩洁周意昂张艳

瑞，清算组负责人：李永辉，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本公告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河南光达邮电实业公司

2019年9月2日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梁路斌：本委受理申请人李

婉婉与你方房屋买卖合同仲

裁案【(2019)郑仲案字第01
73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19）
郑仲裁字第0173号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声明

●田天不慎遗失南阳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护理专业毕业证，

证书编号1378152017066019
66，声明作废。

●林正生遗失郑州尚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订

金收据3份（收据号码100272
3，A14-1-2-1301户，金额1万
元；收据号码1002722，A14-
1-2-1101户，金额1万元；收

据号码1002721,A14-1-2-801
户，金额1万元），声明作废。

●河南远成物流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4101040080590)丢失，

声明作废。

●召陵区老苏家热干面店(注册

号:411104607070893)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邵鹏涛，身份证号：4104
25199001180039，购买大正水

晶森林项目5号楼1单元2304
房源，由于本人不慎将郑州

瑞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首付款收据和维修基金

收据丢失（首付款收据号2966
634金额小写：115000元，大写：

壹拾壹万伍仟圆整；维修基金

收据号1882183，金额小写：58
22元，大写：伍仟捌佰贰拾贰

圆整）现声明收据作废，若由

此产生的经济纠纷由本人全

部承担与郑州瑞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无关。

●李晓玲遗失郑州美景麟起城

一号院,6号楼402交款收据一

份,开票日期2018年5月9号,
单号0038425,金额49298元,
此收据已丢失,在此声明作废。

●兹有陕县龙飞科贸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两

张,发票代码:041001800204,
发票号码:05592299,05592300,
现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河南鑫钰高科耐材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14368301)声明作废。

●曾浩遗失郑州大学学生证(学
号201838030101)声明作废。

●郑州仁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学校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76011801,开户银行: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心怡路支行,账号:1585922
78);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
341010102502690H)及财务章,
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志超速食馅饼

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13026
1969****3912)食品经营许可

证(编号:JY24101040079309)
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朱文浩遗失郑州大学学生证

(学号201838030124)声明作废.
●张玉洁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三方就业协议，学号

151006433，声明作废。

●郑州食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30
79449571A（1一1），财务专

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戴頔，男，河南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专科毕

业证遗失，毕业日期：2016
年07月，证书编号：13789120
1606002989，声明作废。

●河南沐升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绿博大药房，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91410122MA40QL
QRXM）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因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蓝牌浙A0QE55豫A(278H7/H
M382/C9617/P7906/G01Y7
/KM325/HQ012/S38F5/199
06/85H60/01996)
●中牟县杨氏水产综合养殖专

业合作社开户许可证遗失核

准号J4910022011501账号01
3701040013441开户行中国农

业银行中牟县支行，声明作废。

●河南双阳实业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491004
9649701账号0050601180
0000061开户行河南新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

寨支行，声明作废。

●本人于孟阳不慎遗失2015年
07月13日开具河南正商中州置

业有限公司百合园首付款发

票，发票编号：00711952金额

203003元，2017年11月22日开

具河南正商中州置业有限公

司百合园发票，编号：00322616
金额472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超级犀牛健身服务有限

公司二七分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3MA45H8MG4D声明作废。

●编号Q411204840姓名王方林
,出生日期2016年12月5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想

巷奶茶饮品店(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10100MA46RRGL42)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张瑜,身份证号41132219880
2261623因保管不慎丢失比亚

迪宋合格证一张,车架号:LGX
C14DF3J0169384,发动机号:E
18067571合格证编号:WEH060
003471266合格证印刷号：NO.
00868072，声明作废。

●本人廉洁之子廉苏睦航遗失

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

张，票据代码豫财410214票
据号码0530528，金额4181.93
元，声明作废。

赵倧推着奶奶游玩景点

五世同堂
“孝贤”为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胡心洁

本报讯 68岁的女儿，把第
一碗饺子端给87岁的母亲吃；
65岁的儿子，来一段豫剧《大登
殿》助兴；刚刚1岁的玄孙，一旁
摇头晃脑地牙牙学语。

这是9月10日中午，夏邑
县城关镇伊园村87岁的司贤良
家发生的一幕。临近中秋节，
儿女们陆续来看望老人。85
人，五世同堂，司贤良家是这个
村里人口最多的人家。

13年前老伴儿去世后，司
贤良的身体每况愈下，6年前患
上脑血管病，才从老家搬到县
城的儿子家住。不过，每逢春
节、中秋节等节日，她还是想回
老家住几天：“儿孙们多，都来
看我，老家院子大，能耍开。”

司贤良的大儿子伊文立，
今年65岁，平时生活在北京，他
每年都要回老家两三个月照顾
母亲。伊文立喜欢把母亲抱上
轮椅，到附近的“长寿文化广
场”转转，这里的长寿长廊里，
展示着全县百岁以上老人的照
片。

一生养育七个子女的司贤
良，把自己的高寿归结于孩子
们的孝心。“没有母亲就没有我
们一大家人，没有改革开放就
没有我们幸福的大家庭。”伊文
立回应说。

26岁周口小伙推97岁奶奶旅游走红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