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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佳节，巩义人徐喜维再遇喜事

民警帮她找到了失散 4 年的女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实习生 郝鹏胳 文图

2019 年汝州市系列消夏晚会圆满落幕

现场观众达15000人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实习生 郝鹏胳

徐喜维紧紧地抱着多年未见的女儿，
盈盈看到母亲，
也高兴地笑了。

52 岁的徐喜维是巩义人，4 年前在天津，女儿盈盈不慎走失。今年国庆节，徐喜维
在汝州市公安局朝川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失散 4 年的女儿盈盈。

失散 4 年母女团圆
10 月 3 日 上 午 ，汝 州 市
公安局朝川派出所值班民警
郭善鹏、徐刚、徐文强，带着徐
喜维及其哥哥、嫂子、侄子前
往盈盈现在的家。
走进院里，见到失散 4 年
的女儿，徐喜维的泪水一下子
涌了出来，抱着女儿不撒手：
“我的宝贝啊……”盈盈也笑
了，泪眼婆娑。
盈盈年迈的公公、婆婆连
忙把徐喜维等迎进屋里，高兴
地说：
“女儿丢了，你比谁都着
急，我们也很着急，天天给她
找妈妈，找不着呀”
。
站在一旁的民警郭善鹏
也笑了。虽然认识盈盈一家才
一个多月，
但在帮助盈盈寻亲的
过程中，郭善鹏感受到了盈盈
的公公、婆婆对盈盈的关心和
照顾。郭善鹏对徐喜维说：
“盈
盈的公公、
婆婆对她可好了”
。
经过商谈，盈盈的公公和
婆婆忍痛答应了徐喜维的请
求，同意她带走盈盈。强忍着
泪水，盈盈的婆婆整理了换洗
衣服。

婚后也多次走失

警方帮助盈盈找家人

4 年前，徐喜维在天津火
见到送盈盈回家的民警
车站附近务工。徐喜维说，有
郭善鹏和徐刚，盈盈的公公、
一天，她上班去了，有精神障
婆婆向民警提出了请求：
“帮
碍的盈盈从家里离开后再也
盈盈找找家人，孩子走丢了，
没回家。
她妈妈肯定也很着急”
。
盈盈离家后，徐喜维曾数
由于盈盈有精神障碍，沟
次寻找，但都没有结果。让徐
通交流困难，郭善鹏便请盈盈
喜维没有想到的是，离家的盈
把想说的内容写在本子上，又
盈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小郭。 列了“父母亲的名字、家庭住
其后的几天，小郭带着盈盈在
址、以前上学的学校”等问题，
天津火车站附近找家，但都没
让盈盈写下答案。根据盈盈
有结果，随后，便把盈盈带回
说话时略有天津口音的情况，
了汝州老家。
郭善鹏改用天津话与其交流，
4 年过去了，盈盈和小郭
盈盈听懂了。
有了一儿一女，但病情始终没
一个多月时间里，郭善鹏
有好转，在郭家生活期间也多
和同事们分别联系了北京、天
次走失。曾经有一次，盈盈走
津、河北廊坊等地，在反馈回
失后，小郭一家人花了 6000 来的信息中终于发现了一条
元才打听到盈盈的确切消息。 疑似吻合的信息，便与天津的
今年 8 月 20 日凌晨 1 时 “宝贝回家”志愿者取得了联
许，朝川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系。志愿者“望远镜”根据信
在一大酒店附近发现一 30 岁
息联系到了盈盈的大伯，通过
左右的走失女子。郭善鹏和
省公安厅、巩义市公安局，最
徐刚处警将盈盈带回了派出
终找到了已从天津回巩义一
所。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郭
年多的徐喜维。9 月 29 日，徐
善鹏、徐刚最终帮助盈盈找到
喜维见到了盈盈的照片，确认
了家。
就是失散了 4 年的女儿。

本报讯 2019 年汝州市
曲、小品、诗朗诵、合唱、武
系列消夏晚会于国庆节前晚
术、杂技等不同艺术形式，同
圆满落幕。该系列由汝州市
时，穿插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委宣传部、汝州市文明办、汝
知识有奖问答环节，普及了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知识，
自 5 月启动以来，组织专场
提升了全市人民群众对“创
文艺晚会 11 场，现场观众达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支持度、
15000 人次。同时通过汝州
参与度和满意度。
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平台、
9 月 29 日晚，由汝州市
“百姓文化汝州云”、优酷视
风穴路街道承办的 2019 年
频等平台直播，在线观众达 “文明河南·欢乐中原·魅力
10 多万人次。
汝州”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系 列 消 夏 晚 会 以 歌 颂 “爱我中华·追梦风穴”文艺
党、歌颂祖国、歌颂汝州建设
晚会在该市体育文化中心开
成就为主线，涵盖歌舞、戏
幕。

欢度国庆
“夕阳红”
艺术团义务演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实习生 郝鹏胳 文图

本报讯 10 月 1 日晚，
平煤集团梨园煤矿“夕阳红”
艺术团为社区群众献上了一
台歌曲、戏曲节目交融的演
出(如图），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该团成立于 2013 年，演

职人员全部是梨园煤矿退休
职工，逢年过节便自发组织
在梨园新区举办文艺演出活
动，丰富社区居民的业余文
化生活，宣传正能量，传递老
当益壮、力求进取的积极精
神。

200余人观看《百团大战》

把孝心
“晒”出来!

汝州小山沟村这个特殊活动连续举办了 21 年，
村民都说好

汝行集团教育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周进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郭营战 通讯员 李玉梅
本 报 讯 10 月 7 日 上
午，雨过天晴，汝州市临汝镇
小山沟村第二十一届晒被子
活动如期举行，全村 70 岁以
上 88 名老人参加了活动。
晒被子是小山沟村的老
传统，每年重阳节，也正是入
冬时节，家里有老人的村民都
要带上老人以及老人的被子
来到村广场，
把自家的被子晾

晒出来，编上号让大家来评
选，谁家老人的被子保暖、软
和、漂亮谁就得奖，要带红花
受表扬，谁家的被子不像回事
要被大家笑话。当日的活动
评比现场，该镇领导和小山沟
村两委干部及围观群众一边
用手摸一边讨论着谁家老人
的被子软和，谁家的被子漂
亮。大家共同评选出最新、最

软和、最漂亮的被子，也评出
了最有孝心的儿媳、最幸福的
老人。
“晒被子活动不仅晒出了
孝心，也晒出了美德，老人的
被子越来越新，越来越暖和。
我们会将晒被子活动继续举
办下去。
”镇党委委员、人大副
主席王俊杰对此次活动的持
续开展赞赏有加。

本报讯 根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精神，国庆节前，汝行集团党
委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及管理人员 200 余人观看电
影《百团大战》，激发大家“讲
党性、比奉献、树形象、促发
展”的内生动力，更好更快地
促进集团经济持续发展。
“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
八路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的一

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的战役，参战部队多达 105
个团，参战 40 多万人，毙伤
日军 20000 多人，八路军伤
亡 17000 人。影片再现了娘
子关车站、黄崖洞兵工厂和
关家垴惨烈的战斗场景。在
此后的五年里，中国国军民
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
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
底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