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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陈栋梁

“快停车！这儿出事故了，看看
需要我们帮忙不？”去年12月 27日 9
时许，退伍军人吴红星和表弟张齐齐
开车从湖北回家乡安阳，途经219省
道罗山县定远乡时，看到薄雾弥漫的
道路上发生了车祸。

现场，一辆客车和半挂车车头相
撞，半挂车车头凹陷，损毁严重。吴
红星了解后得知事故刚刚发生，客车
上只有一人头部受擦伤，而半挂车司
机受伤严重，仍在驾驶室内出不来。

此时，人群中传来恐慌的喊声：
“赶紧离远点，客车万一烧着了可能发
生爆炸！”“救人要紧！”在众人远离现
场时，吴红星却冒着危险来到半挂车

前。驾驶室内，司机已经昏迷，腿部被
弯曲变形的方向盘卡住，动弹不得。

吴红星多次尝试钻进凹陷的驾驶
室内，但因空间狭小未能成功。他和
表弟又找来一根绳子拴住方向盘，又
喊来两个人帮忙往外拉。经过约10
分钟的努力，硬是将方向盘拉开，将司
机抱了出来。不久，110民警和 120
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看到伤员得以救
治，吴红星和表弟才驾车悄悄离开。

事后，吴红星救人的事迹在网上
迅速传开。1月16日，记者在吴红星
经营的餐馆见到了他，39岁的吴红星
坚定地说：“助人为乐是军人的品质和
本色，8年的军旅生涯在我身上刻下了
深深的烙印，我要做到退伍不褪色。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更应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③4

□本报记者 马雯 本报通讯员 张予

1月 16日，郑州爱心市民朱冠军
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完成了我省 2017
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而这次捐
献也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朱冠军同
时与一对身患血液病的小兄妹配型
成功，将一次拯救两个生命。在我省
造血干细胞捐献史上，一人同时向两
名患者捐献“生命种子”，还是第一
次。

“能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两个孩子
的生命，真是幸运。”1月16日上午，在
河南省人民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
里，刚刚进行过捐献的朱冠军告诉记
者。去年 6月 28日，当他接到郑州市
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与某位血
液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时，既兴奋又
激动。而由于捐献造血干细胞采取双
向保密的原则，直到上周，他才得知自
己的造血干细胞能与一对分别为9岁
和3岁的小兄妹同时配上了型。“配上
一次就很幸运了，何况还是两次。我
也有两个女儿，现在等于拥有了四个
孩子。”朱冠军笑着说。

今年36岁的朱冠军在郑州一家房
地产公司工作。从2001年开始，他多
次到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无偿献
血，迄今为止已经献血超过 2000 毫
升。2005 年 10 月，在一次献血过程

中，朱冠军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造
血干细胞的捐献知识后，当即就加入
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而
这一等就是11年。

病房里，朱冠军6岁的大女儿乖巧
地守在父亲身边，逢人便说：“救人的
爸爸是最棒的。”朱冠军的妻子汪晓叶
告诉记者，从最初对干细胞捐献不了

解而担心到如今完全支持，全家都为
丈夫骄傲，“两个孩子能健康就好”。

当天，曾在去年12月参加过干细
胞捐献的志愿者刘旭也专程跑来看望
朱冠军。“捐献之后，我的身体一点都
没事。我们能用自己的生命救助别
人，这是多大的幸运啊，而且你还能
一次救两个人，兄弟，我给你点赞！”

刘旭说。
一次捐献救助两个人，会不会对

身体造成影响？据中华骨髓库河南
省分库工作人员文梅英介绍，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毫升数是根据患者的体
重来计算的，因这次的两位患者都是
小孩子，两人体重加在一起才 40 公
斤，所以，志愿者一次性为两位患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会对身体健康造
成负担。

“捐献造血干细胞不像大家想得
那么可怕。”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科主
治医师白炎亮介绍，非亲缘捐献通常
都是用外周血采集造血干细胞的，只
有亲缘捐献才会用骨髓采集，通常在
采集前会打动员剂，就是通俗意义上
的“抽血”，而抽取的血量并不会很大，
根据被配型者的体重确定。“通常是在
200毫升上下，所以不会对捐献者身体
造成伤害。”白炎亮告诉记者，“即使配
型成功，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捐献，必须
要通过严格的体检等流程才能确定。
我们也是志愿者，希望能有更多人加
入到这支队伍中来，将这份爱心传递
下去。”

据悉，朱冠军是全国第 6215 位、
河南第596位、郑州第229位造血干细
胞志愿捐献者。而自2012年以来，我
省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数一直领
跑全国。②7

□本报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卞瑞峰

7年前，位于黄河滩区的原阳县韩
董庄镇荒庄村小学，因教师缺编、校舍
成危房等原因，面临被撤并关闭的局
面，100多名荒庄村孩子不得不每天跑
3公里多，去外村学校就读。荒庄村村
民、共产党员、原阳县宏达集团董事长
尚光强听闻此事，主动找到村两委，拿
出资金为学校修缮校舍，增添办公教
学设施，又公开招聘了两名师范院校
大学毕业生补充师资力量，工资也从
企业支出，最终“保”住了荒庄小学。

如今，荒庄小学综合评估连年位
居全镇前列，已经成为十里八乡的“名
校”。

“尚光强致富不忘乡邻，不光是改
变了小学，也改变了整个荒庄村贫困

落后的面貌！”1月 15日，荒庄村党支
部书记吴照喜告诉记者，荒庄村曾是
省级贫困村，基础设施落后，上世纪90
年代初，村里连一条水泥路都没有：

“荒庄，荒庄，又穷又荒，当时的荒庄真
是名副其实！”

1994年，尚光强从创办宏达集团
起，就开始不间断地为村里办实事，修
路、架灯、建广场、建村室……据不完
全统计，20多年来，他为完善荒庄村的
公共基础设施出资在1000万元以上。

如今的荒庄村越来越美，村容犹
如城市社区，而尚光强又给村民提供
了家门口就业的致富门路。村民们都
住上了两三层的小楼房，五分之四的
农户有小轿车。吴照喜说：“荒庄村成
了大家羡慕的文明村、富裕村，一点也
不‘荒’了！”

农民创业艰难，民营企业发展不

易，尚光强却把大量资金用到荒庄村
的建设上，到底图个啥？“滩区穷，滩区
苦，但滩区是我的家，我要尽我所能改
变家乡的面貌，让滩区富起来、美起
来！”尚光强说。

“我贫穷时乡亲帮我，我富了也绝
不能忘记贫困乡亲！”尚光强小时候家
庭贫困，全靠父老乡亲接济才渡过难
关，而企业发展的每一步同样也离不
开群众的支持，所以他说一定要尽自
己所能让乡亲都过上好日子。

荒庄村变好了，尚光强把目光投
向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他通过发展企业，拉长产业链，把
上下游环节交给周边群众，企业给予
技术指导和资金扶持，先后帮扶过36
家木材加工厂，帮扶资金达260万元，
这一举动带动了 2000 多人就业，让
2000多个滩区家庭受益。

老 孟 庄 村 13 岁 的 董 美 美（化
名），因家庭变故失去父母，尚光强把
她接到了厂里，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起
居，让她重新得到“家”的温暖；李屋
村贫困户赵占梅，丈夫和女儿都患上
重病，家里一贫如洗，尚光强优先安
排他们两口到企业就业，并资助他们
2万多元，重新点燃了这个家庭的希
望之光……

尚光强的企业先后安置了 60 多
名残疾人就业。2016 年他又主动承
担起附近 6 个滩区贫困村的脱贫任
务，提供公益性岗位 53个，产业带动
15人，救助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50
余户，直接安置 80 多名贫困村民就
业，让他们有了稳定收入，迅速走上了
脱贫道路。

尚光强因而被称为“黄河滩区贫
困群众的‘及时雨’”。③4

本报讯（记者 董娉）根据交通运
输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
费实施方案》，2017年春节假期高速
公路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
通行。免费时间共7天，自1月 27日
（腊月三十）0时起至2月2日（正月初
六）24时止，免费时段以车辆驶离出
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1月 16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根据历年春节假期我省高速公
路流量统计，今年我省高速公路将呈
现整体流量提高、通行车型单一、流
量高峰集中和易堵路段明显四个特
点。预测春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
口总流量比2016年的1017万辆增长
25.8%，将达 1280万辆次，日均流量
183万辆，小型客车占总流量的98%。

据了解，春运期间将出现四次流
量高峰，第一波将出现在 1 月 19 日
（腊月二十二）；受务工人员返乡过年
的影响，第二波将出现在 1 月 24 日
（腊月二十七）；第三波将出现在2月
2日（正月初六），迎来春节假期结束
返程时；第四波将出现在 2 月 12 日
（正月十六），探亲流、民工流、学生返
校等客流易形成叠加效应。

预计拥堵将多出现在高速公路
主线、服务区以及城市与收费站的连
接公路。对此，提醒驾驶员尽量避开
流量集中容易拥堵路段，如我省京港
澳高速新乡至许昌段、连霍高速开封
至洛阳段、郑西高速郑州至长葛段为
历年春节假期流量大、易拥堵路段。

为提高通行效率，所有收费高速
对小客车实行不发卡抬杆放行。免
费通行的时间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
车道的时间为准，车主不必滞留道口
等待免费通行时间开始，只需合理安
排驶离高速时间即可。③5

我省首次实施一人同时向两名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他的“生命种子”救了两兄妹

滩区贫困群众的“及时雨”
——记原阳县宏达集团董事长尚光强

省交通厅发布
春节出行指南

吴红星：第一念头就是先救人
□黄政伟 摄影报道

1月 15日，洛阳棕编艺人贾淑娟历时一个月棕编
“金鸡”接近尾声。为迎接2017农历“鸡”年到来，贾淑
娟结合自己独特创新的棕编技艺，用棕榈叶创作出近百
只神态迥异、活灵活现的棕编“金鸡”作品。⑨6

▲棕编“金鸡”作品
▶贾淑娟精心编制“金鸡”

棕编“金鸡”迎新年

基层全媒体连线身边的感动

1月16日，朱冠军同时给一对身患血液病的小兄妹配型成功，一次性拯救
两条生命。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1月 14日，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张王李村正在举行送春联下乡活动，
书法家现场为群众义写春联，现场一派喜庆的节日氛围。⑨6 王平 王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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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王娟 赵建波

2016年，一场举全市之力、集全
民之智的“双创”活动在南阳如火如荼
地开展。随着活动的深入，南阳城市
面貌发生了巨变，数十条道路，条条宽
阔平坦，纵横交织；雪枫桥、卧龙桥、仲
景桥、光武桥，飞架两岸，天堑变通途；
新治理的温凉河区域及白河游览区内
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紧紧抓住“双
创”的重要契机，南阳市正在向一座富
有时代气息的现代化新城迈进。“双
创”不是一句口号，给广大群众带来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河畅水清更宜居

1月 15日，南阳梅城公园，红梅、
腊梅等近 20种 1200 多株梅花含苞
待放、暗香浮动。梅城公园旁边，温
凉河穿城而过，河两岸满目绿树，建
筑错落有致。

公园里，老人孩子们抖空竹、练
太极，怡然自乐。68岁的张月琴是附
近的居民，在此晨练已经成为她每天
早上必修的功课。张月琴说：“以前
这里是淤泥污水满河床，荒草垃圾满
河堤，从温凉河改造以来环境变化真
是翻天覆地。”

环境变好了，人们的文明素质自
然得到了提升。“以前人们在这乱扔
废品、乱倒垃圾不觉得不好意思。现
在人们遛狗的时候都把小狗的粪便
收拾起来丢到垃圾桶里。”张月琴说。

自“双创”工作开展以来，南阳完
成了对白河的美化提升，对温凉河的
综合治理。目前溧河、十二里河治理
工程也先后破土动工；梅溪河、三里
河、汉城河、护城河截污工程全线铺

开、加速推进。南阳市区已经成为一
座碧水绕城、水景相连的宜居养生园。

公厕变“景观”

公厕是一座城市的文明标志。
南阳中心城区目前有613座公厕，其
中一半以上实施“星级”管理，过去人
皆避谈的公共厕所，如今成了“大雅
之堂”。

在滨河路花鸟市场对面，一座公
厕披上了“绿色外衣”，屋顶和地面的
双重藤蔓植物，与乔灌木合理搭配，俨
然一处美丽的景观。公厕洗手间配有
镜子、洗手液，旁边的休息室里电视、
空调、微波炉、饮水机等一应俱全。贾
俊晓是附近工作的一名环卫工，工作
间隙他会在休息室打上一杯热水，稍
事休息后继续坚守工作岗位。

在附近散步的老人刘志强说：“这
一带环境优美，但过去不敢来散步，老
年人腿脚慢，上厕所不方便。现在不
一样了，500米远就有一座公厕，我跟
老伴可以放心出来游玩了！”

“‘双创’不仅仅是为争两块牌子，
而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民生
工程。通过‘双创’要切实解决市民生
活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提高市民生活
质量。”这种观点在南阳的干部群众中
已达成共识。经过上上下下奋力拼
搏，南阳大地正在变成人民群众幸福
生活的宜居区、养生园。③7

南阳：“双创”美了城市绿了家园

南阳明月桥的夜晚⑨6 张志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