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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你戴口罩的样子真美’公
益活动很赞，满满的正能量！”4月19
日，中原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看到该活动照片征集启动
的同时，还向全社会招募书画爱好
者，便想给学院的学生们“报个名”，

“我们会结合具体的教学情况，发动
热爱创作的学子们对入选照片进行
再创作。希望学子们能以己所学所
长，将自己对‘逆行者’的敬意，通过
艺术的语言‘说’出来。我们也号召
广大学生要向这些抗疫英雄学习，做
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成长为有责
任、担当和大爱的栋梁之才。”

4月17日，大河报联合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发起“你戴口罩的样子真
美”公益活动，面向河南全省征集
500张戴口罩的战“疫”英雄的照片，
我们将把入选照片制作成精美纪念
品，为英雄们送上惊喜和祝福！

疫情来袭，战“疫”英雄不仅在武
汉，也在我们身边。本次活动的征集
范围为河南所有参与到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一线中的人，包含但不限于医
护人员、警察、社区工作人员、志愿
者、外卖小哥、司机等。

截至19日下午，活动邮箱已收
到不少照片：有“瞒着家人，毅然决然
报名参加医院重症隔离病房抗疫工
作”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林小
琦医生及其同事；有驻马店黄淮学院
教师王浩磊，身为中共党员的他第一
时间报名志愿者，在疫情防控监测点
坚守38天；郑州市申通快递管城六
部的业务员杨新鹏，复工前期他和几
名伙伴顶住压力，早出晚归，克服重
重困难，就为了尽快把到件送到消费
者手中，当好抗疫后勤人员……他
们，都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英
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通讯员 罗鹏

4月19日上午，郑州，一个年轻女
孩上了公交后，一下被认出是支援湖
北的医护人员，顿时，车厢一片沸腾。
乘客们有的叠“心”送祝福，有的送鲜
花，小朋友送巧克力，还有乘客拍照留
念……车厢内响起阵阵掌声。

4月19日上午8点多，郑州4路
公交车长靳鸿江驾驶车辆行驶到郑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时，上来一个年轻女
孩，引起了靳鸿江的注意。靳鸿江说，
看到她第一眼，就觉得有点像支援湖
北的医护人员张妍妍。因为到湖北支
援的郑州医护人员的海报曾贴在4路
公交车上。

“您好，您是不是张妍妍呀？”
“是呀！你怎么知道？”
“还真是你呀！太好了，欢迎乘

坐！”靳鸿江认出张妍妍后，激动不已，
立刻向车内乘客做了介绍，车厢内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

张妍妍坐好后，车辆缓缓启动，在
张妍妍后面坐的女乘客将手中的一束
鲜花送给了张妍妍。

张妍妍再三拒绝，女乘客说：“你
是我们心中的英雄，这花是刚在花卉
市场买的，准备放家里的，不值钱，你
收下吧，代表我的一点心意。”

“妍妍阿姨好厉害，巧克力送给
你！”一个小朋友在妈妈的指引下，把
自己最爱的巧克力送到了张妍妍手
里。

一位男乘客将自己准备送给女朋
友的一盒心形叠纸，分发给了车内所
有乘客。在这位男乘客的带领下，所
有乘客都从座上起来，将“心意”送给
张妍妍，并对她说：“你辛苦了。”

两个小朋友向张妍妍竖起了大拇
指说：“你真棒！”

张妍妍站起来说：“谢谢大家，我
只是有机会去做了自己分内的事。”

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感谢，张妍妍
给大家讲解了生活中的防疫知识：勤
洗手，多通风，多喝水，锻炼身体，人员
密集场所要戴口罩。

4月13日下午，武汉市江岸区大
智路先锋社区志愿者吴悠，收到了德
邦物流送来的1000斤新鲜花菜。

这1000斤花菜，是河南上蔡县
西洪乡关帝村村民王松涛地里种的
有机花菜，是上蔡县委宣传部“新兵”
王燮璁用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领到的
工资买的。吴悠很受感动，及时将王
燮璁捐赠的1000斤花菜，按每户两
棵，分送给了先锋社区家境不富裕的
居民和家里有老人的住户。

王燮璁，是去年招考“考”到上蔡
县委宣传部上班的。“我每个月的工
资2200多元，去年年底上班，今年3
月办妥了所有手续。3月31日下午，
我第一次领到工资。”王燮璁告诉记
者：是前四个月的工资，共计8800多
元。

“交了房租、水电费、物业费，买

了台洗衣机，还剩下3000多元。”王
燮璁说：人生第一次领工资，当时就
有用手里剩下来的工资做些什么的
念头，但不知道做啥。

“4月 4日那天，我在网上看了
《在武汉》视频纪实，其中一集是专门
介绍志愿者吴悠的，看后很受感动。”
王燮璁说：赶巧了！第二天，我在上
蔡发布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西洪乡
400亩有机花菜滞销”的消息，突然
明白该怎么做了。

4月6日下午下班后，王燮璁和
同事孟涛一起去了趟西洪乡关帝村，
花菜种植大户王松涛的400亩蔬菜
基地里，花菜长势喜人，但因受疫情
影响销路不畅，王松涛一脸愁容。

回到县城后，王燮璁在微博上联
系到了吴悠，吴悠把联系方式发了过
来。

“进展很顺利，也很受感动。”王
燮璁告诉记者：买了王松涛1000斤
地里刚采摘的新鲜有机花菜，同事孟
涛非要掏500元，不要都不行。德邦
物流听说是捐赠给武汉的，正常运费
900多元，只收了400多元。

王燮璁捐赠的花菜装车时，他在
一张纸上写上了“两心宜一体 同舍
又邻居”几个大字，用透明胶贴在菜
箱上。“当时，脑海里突然蹦出来了这
句唐诗。”

该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
臻告诉记者：燮璁一个人在上蔡工
作，家在郑州，常在单位加班。“燮璁
是1992年出生，他们几个90后，工
作不怕吃苦，有原则有担当有作为。”
说起宣传部的王燮璁、孟涛等几个年
轻人，李臻副部长一脸的自豪和欣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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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领工资
买来花菜捐给武汉居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钊 王耀成 通讯员 赵鑫

王燮璁，河南上蔡县委宣传
部的一名“新兵”。人生第一次
领到工资后，他拿出一部分工
资，买了当地村民1000斤滞销
的新鲜有机花菜，捐送给武汉江
岸区大智路先锋社区的居民。

郑州护士张妍妍的面孔
曾经支援湖北的她
一上公交车就被认出

河南小伙儿王燮璁的面孔

《征集500张“最美面孔”记录战“疫”英雄的模样》新闻后续

已经收到不少戴口罩战“疫”英雄的照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征集要求>>
（1）征集照片须为战“疫”人员

戴口罩的照片，需提交原图。截止
时间：4月28日。

（2）需要提供人物简介，内容包
含人物姓名、电话、邮箱、单位等基
本信息，同时提交战“疫”故事，亦欢
迎各单位、团体集体报名。

注意事项：照片一经选用，将自
动授权媒体及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传播使用。

照片投递邮箱：
dahezuimeimiankong@126.com
报名给战“疫”英雄赠送作品的

书画艺术家，也可通过邮箱报名，留
下姓名及联系方式。

面孔
面孔

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