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网记者 朱丽文

2017年 3月 5日，门金梅荣登中国文明网
《好人365》封面人物，她是一位有着近30年工
龄的抄表女工。30年来，她助残扶弱，先后累
计帮扶 398户 719人，被当地群众称为“新时
代的雷锋”。2013年，被南阳市人民政府授予

“巾帼建功标兵”，2014年，被授予河南省电力
公司首届道德模范；2015年，被评为邓州市第
三届“道德模范”。她就是门金梅，河南省邓州
市电业局职工，现为邓州市“编外雷锋团”供电
公司“三八”雷锋班班长。

2000年 3月8日，国网河南邓州市供电公
司一群抄表女工组成了“三八雷锋班”，在班长
门金梅的带领下利用入户抄表的机会，深入各
居委会摸底调查，为困难群体建立亲情档案，
为其解决用电问题，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定期
回访照看，和他们结成“亲戚”。17年来，门金
梅作为爱心团队的领头羊，默默传递着爱心，
照顾孤寡老人，助贫困儿童成才，累计帮扶孤
寡贫困户400余户800余人。

“去年，我们成立了学雷锋爱心基金，是门
大姐发起的倡议，全局员工自发捐款 8万多
元，使帮贫助困有了可持续资金。”队员孟娇
说，“她是困难户的知心人，是爱心工作的领头
羊，带着我们把服务做到客户心坎上。”

今年16岁的屈迪是邓州市裴营乡屈湾村
人，8个月大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后没了音
信，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的他学习优异。门金
梅主动登门帮老人做农活，和孩子谈心，几句
暖心的话让这个男孩泪流满面。“好娃儿咱不
哭，你安心学习，无论你大学考到哪儿，我们都
供你。”门金梅的眼眶也红了。如今，这个原本
内向的男孩性格越发开朗，学习之余带头参与
各种志愿活动。

邱梅荣是位 91岁的老人，她有位患有精
神疾病的 70岁养女，女婿邱有义也丧失了劳
动能力，孙子吴会斌身有残疾，收养的孙女吴
英年仅13岁。门金梅和她的“三八”雷锋班成
员走进这个多难的家庭，与他们结成长期帮扶
对子。“大娘，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这个家有
我们呢。”看着女工们送来的米面油，送给孩子

的助学金和学习资料，老人握着门金梅的手久
久不愿意放开。

“曾有人问我们，现在大家都忙着挣钱，你
却痴心学雷锋，图个啥？我们说，学雷锋不图
名、不图利，只想踏踏实实做善事，尽心尽力帮
别人，让‘三八雷锋班’的班旗高高飘扬，将学
雷锋活动永远进行下去。”面对媒体采访时，门
金梅总是这样深情地述说着“三八雷锋班”坚
持不懈做好事的初衷。

爱已成她生活的一部分

网友“绿萝不是花”：门金梅不仅将爱奉献给

自己的孩子与父母，还会不图回报地将自己的爱

奉献给更多的孩子与父母。帮老扶幼已经成为

门金梅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理念，这种美德已经

融入门金梅的血液与生命之中。

网友“幸福阳光”：有人说，雷锋精神不是

普通人能做到的。伟大来自平凡、平凡源于简

单，我们都可以做雷锋精神的传递者、宣传

者。只有社会温暖了，我们才不会觉得寒冷。

人人自利的后果是人人自危，爱心接力的结果

是人人互帮互助。让爱撒满整个社会，社会便

会一片灿烂的阳光。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近日，新华社报道了西安市的一个爱心煎
饼摊，摊主是一对来自河南的夫妻。这家摊点
与别家不同，醒目地竖着一块招牌，上面清晰
地写着：孤寡老人、残疾朋友，遇到困难的朋友
都可在本小摊免费吃煎饼。这一免，就是 9
年。这一事情这在微博上引发热议。

“煎饼侠”夫妻的故事

2007年，丈夫朱光伟突发脑溢血，治病一
年后，夫妻俩早前打工攒下的十多万元很快就
见了底。赵彦苹感激地说，当时多亏学校、老
师和周围邻居帮忙，才磕磕绊绊缓了过来。“人
要学会感恩！”赵彦苹说。

丈夫逐渐康复后，赵彦苹开始摆摊卖煎饼养
活一家人，并产生了免费发放煎饼帮扶特殊群体
的想法，夫妻俩一拍即合。这一免，就是9年。

其实，除去每月的房费电费和丈夫的药
费，加上两个女儿的开销，他们一家也是“月光
族”，可赵彦苹认为，一家人的生活比以前有滋
味。朱光伟说：“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废人，现
在还能和妻子一起帮助他人，尽管只是个小煎
饼，但是觉得自己有用处。”

网友点赞：这是人间大爱

@医院小吕护士：能拥有这样的大爱，且坚

持那么久，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为你们点赞！

@差不多先生：值得点赞，看哭了，希望这

种人多一点，大家多一点帮助和信任。

@好人波波：外表永远掩饰不住内心的光

辉！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使生活从未失

去过相信善的勇气！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书的杨江涛先生
接受采访时说：“在利益是非面前，‘煎饼侠’
夫妻的行为确确实实地诠释了侠的精髓。
侠不在大，而在于义！他们可以在恢复元气
后全心全意地经营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却于
心不‘忍’，不忍心单方面地受惠于别人，而
不惠及别人。所以他们尽己所能，‘惠’人不
倦。这对自己而言，心有所安，人格挺立，存
在感爆棚；对社会而言，不仅是知恩图报，更
是民胞物与的义举。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心
田中‘不忍人之心’的种子，能够从‘煎饼侠’
夫妻那里获得浇灌滋养，使‘义’沛然流行于
利益当道的世间。”

□大河网记者 郭俊华 祝传鹏 肖宏伟

“山妞”是谁？3月2日，由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出品、大河网全国两会特别策划制
作，《看得见的记忆 摸得着的乡愁》系列
第一篇《全国首家罗山皮影戏 MV 山妞
赴疆探亲记》一面世，就刷爆朋友圈。

“赞”、“超赞”、“一万个赞一个都不能
少”……无论是网友还是微信朋友圈中的
互动，大家纷纷对这部视频点赞转发并发
表评论。 全国人大代表、国内同行、主管
领导、省社科院专家纷纷转发并为该视频
点赞。河南日报在重要版面刊登，还刊发
该视频的二维码，读者扫码就可以看视
频。新华网、大河网、河南一百度等纷纷
在首页重要位置编发。新浪、网易等全国
各大门户网站也纷纷转发。河南省社科
院民俗学博士杨旭东称赞这是新兴媒体
与古老民间艺术携手描绘河南发展变化
的一次有益尝试。

翻唱新河南有味道

网友“青花瓷”：罗山皮影戏，翻唱新河

南！有味道！

网友“红旗”：震撼心灵的开场，有内

涵，大河网有想法，传播力很厉害。

大河网友“苦恋伊”：在朋友圈一连向

10个朋友转发了这个视频。儿时看皮影戏

的情景又出现在脑海，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是真正看得见的乡愁。

大河网友“菲拉拉”：唱腔一起，让人感

动到哭，用这种非遗形式展现大河南的发展

实在太有创意了，必须支持！既回味了记忆

又目睹了发展，我为河南日新月异的交通成

绩点赞，为我是河南人自豪，欧耶！

文质彬彬 耳目一新

网友“大帅”：有创意，小故事蕴含着大道

理，作为一名河南人，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网友“敏行”：手机一划一瞬间，背后功

夫老半天，真心不容易，为大河网的这个策

划点赞。

该视频不但受到了网友的点赞，还被
主管部门的领导点赞。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编辑孟
磊评价：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用非遗
文化展示变化，文质彬彬！

中央网信办的一位同志在朋友圈转发
评价：奇幻奇特，耳目一新。非遗文化，方
兴未艾。

市委书记称不能让它失传了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
支部书记张全收观看视频后，告诉大河网记

者说：我经常带着家乡人外出打工，对咱河南
的交通变化感受很深，你们这个创意把乡愁
和交通结合起来，非常棒，出门在外，不忘家
乡，记住了乡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三峡书画院院长
周森告诉大河网记者，他从小在信阳长大，
看到用皮影戏展示河南成就，感到特别亲
切，他不但喜欢皮影戏，还收藏皮影，更难
能可贵的是他还会唱皮影戏。他看着山妞
赴疆探亲记，和着调现场还哼上几句。他
说，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让人们在感受到河
南的大发展的同时，还能记得住乡愁，非常
好，给你们点赞。

全国人大代表、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
看到大河网的策划后说，创意很好，感谢大
河网对信阳的关注，罗山皮影戏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加大对它的扶持
力度，不能让它失传了。

皮影戏要在传承中创新

帮助大河网修改《山妞新疆探亲记》剧
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罗山皮影戏
代表性传承人陈光辉，在网上看到大河
网推出的《山妞新疆探亲记》后，百感交
集。他告诉大河网记者说，你们运用新
媒体形式，制作的画面很精美，让罗山皮
影戏焕发了生机，对罗山皮影戏的传承
保护，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很感谢你
们。同时，我也感到罗山皮影戏作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还处于低谷，
保护力度还要加大，特别是罗山皮影戏
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只有抓住了人，
才能让罗山皮影戏呈现代代相传的“活
态”传承。

山妞的“制作者”，罗山县皮影戏新秀
剧团团长陈雨伦，在大河网上看到视频后，
告诉大河网记者，《山妞新疆探亲记》这部
小视频对他的触动很大。他说，目前，罗
山县从事皮影戏的人员在全国来说还是
比较多的，但是，由于收入较低，面临着青
黄不接的问题。“我今年 45岁，已经算是
最年轻的传承人了，如何让罗山皮影戏吸
引更多的年轻人，我想就需要在原生态传
承的基础上创新，多创作出年轻人喜欢看
的好剧本。”

此外，陈雨伦说，排演《山妞新疆探亲
记》时，观众看到千百年前传承下来的皮
影子，还能做成高铁、飞机等道具，感到很
稀奇，都没有离场，并且情绪都还很高，不
停地鼓掌叫好。

10│焦点网谈 2017年3月7日 星期二
策划 李铮 责任编辑 孙华峰

河南“煎饼侠”夫妻免费给特殊群体送煎饼9年，学者点赞：

侠不在大，而在于义！罗山皮影戏“山妞”一天成网红，凭啥让网友、专家和市委书记都点赞？

创新是对“非遗”最好的传承

创新让非遗“活”起来

同样，该视频也引起了河南省社科院专家张
冬宁的关注，他在观看完视频后表示，这是从新媒
体的视域对当前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推
广所进行的一次突破和创新。

张冬宁说，目前大多数“非遗”的传播，还停留
在庙会集市、走街串巷的人际传播途径。新媒体
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对于传
统的传播方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但同时，也为“非
遗”的宣传与推广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用“MV”
艺术表现形式，借助网站、微信、微博等网络传播
方式，必定能进一步推动非遗保护观念深入人心。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
遗产，其生命力与受众的喜爱程度紧密相连，最终
还是要与当前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有机结合。在
这个过程中就要求我们要用“创新”意识来审视传
统“非遗”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将之转化为适
应当前大众文化喜好的艺术表现形式，并大胆利
用当前新的科学技术丰富传播手段，唯有这样才
能使河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这次合作具有启发意义

“该视频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
艺术形式来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可谓是一举多
得，既反映了河南的发展成就，又容易为广大观众
所接受，还宣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给人一种
耳目一新的感觉。”河南省社科院民俗学博士杨旭
东说，对于河南这样的文化资源大省来说，我们有
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以说，从来都不
缺文化资源，缺的是创意，那种能够把传统与现代
巧妙结合起来的“金点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
应该为新媒体的这一做法点赞。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而言，这次
合作无疑也具有启发意义。但凡进入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都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困
境，如何走出困境，一直是文化部门和非遗传承
人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部新皮影戏的制作
表明，诸如罗山皮影戏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在传承好优秀传统剧目的同时，要积极进
行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一方面可以编排一些
具有时代气息的剧目，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利用
新的媒体形式进行创作、传播。但必须要说的
是，这毕竟还只是一次尝试，尚有许多有待改进
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对新媒体还是非
遗传承人来说，创新一定要有底线，不可随意破
坏非遗的核心要素，要知道，非遗保护的首要任
务是传承，只有建立在良好传承基础上的创新
才是非遗发展的正路。

门金梅荣登中国文明网《好人365》封面人物

抄表女工带出一个“雷锋班”

门金梅经常帮助孤寡老人 资料图片

“煎饼侠”夫妻帮扶特殊群体已9年 资料图片

罗山皮影戏《山妞赴疆探亲记》创作团队合影

全新包装，《山妞赴疆探亲记》在网上火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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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说

专家观点

网聚观点

山阳区地处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焦
作市中心城区，是全市经济、文化、金融
中心。山阳区文化底蕴浓厚、自然条件
优越、商业经济繁荣、工业基础雄厚。

热烈欢迎社会各界有志之士加入山
阳，为早日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山
阳，助力创新、富裕、美丽、平安焦作建设，
推动焦作跻身全省“第一方阵”、在中原崛
起中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山阳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 60名，报名时间 2017年 3
月 20日至 2017年 3月 23日，详情请登
录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
www.syq.gov.cn）。

咨询电话：0391—3999879
山阳区公开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3月3日

2017年焦作市山阳区公开招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郑东新区龙源十三街与连霍高速立交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郑东新区龙源十三街与

连霍高速立交工程已由郑州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以郑发改基础〔2017〕113号文
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郑州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建设资金已落实，资金来源为自筹
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代理
机构为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勘察
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郑东新区龙源十三街

与连霍高速立交工程
2.2建设地点：郑州市龙源十三街与

连霍高速交会处
2.3建设规模及技术标准：本项目路

线全长350米。在连霍高速公路上设置
一座 4—21米桥梁，全长 88.926米。主
线高速公路，设计速度 120km/h，路基
宽度 42米；被交道城市主干道，设计速
度50km/h,路基宽度60米。

2.5勘察设计周期：自签订合同协议
书之日起30天内完成初步设计，提交初
步设计文件及施工招标所需的有关资料
等；待初步设计批复后45天内提交施工
图设计文件及有关资料。

2.6招标范围：勘察设计主要包含路
基路面、路线、桥涵、交通工程及沿线设
施、雨水及雨水泵站、污水、照明、绿化等
项目范围内全部内容，并负责现场配合
和后续服务工作。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需具备工

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工程测量）甲
级及其以上资质；工程设计公路行业（公
路、特大桥梁）甲级及其以上资质（详见
招标文件）。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

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
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被评标委员会
否决。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3月 7日至2017年 3月 13日，每日上
午 8时至 12时，下午 2 时至 5 时（北京
时间，下同），在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
责任公司（郑州市航海路与第六大街
商鼎创业大厦 621房间）持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原件、勘察资质证书副本
原件、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单位介
绍信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上述资
料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一套购买招
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人民
币，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招标人不统一组织踏勘现场，投

标人自行安排。
5.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17

年3月27日上午10时00分。
5.3投标文件递交的地点：郑州市交

通运输招标投标中心会议室（地址：郑州

市航海东路与四港联动大道交叉口南约
2公里潮河桥南头路东，请注意相应指
示牌“交通信息管理中心”）。

5.4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
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南日报》、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招标采购综合
网、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网站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郑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中海建国际招标有

限责任公司
地址：郑州市航海路与第六大街商

鼎创业大厦621房间
联系人：张女士
电 话：0371-67390022
招标人：郑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代理公司：中海建国际招标有限责

任公司
2017年3月7日

▲郑州市郑东新区善缘聚饭店公章丢
失，公章号：4101000101133，特此声明作废。

▲臧艳的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证（土
木工程工程造价方向）已丢失，证书编
号：118341201305003924，声明作废。

▲宋珊珊丢失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商 务 管 理 专 业 毕 业 证 ，证 号 ：
143031201506000372，特此声明。

▲李易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电气类电
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叁年制专科毕业证遗
失，证书登记第8416206号，声明作废。

▲郝伟忠，河南广播电视大学1987

年9月入校语文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9
年7月按期毕业，专科毕业证书不慎丢失，
证书编号：证字8700348号，声明作废。

▲ 郭 胜 利 ，男 ，身 份 证 号 为
410826197611243518，中级会计资格证
书于2005年5月22日取得，于2016年12
月丢失，证书号码为05077915，证书管理
号：0926080103173，特此声明作废。

▲简雷娃，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
书 编 号 ：JZ00485184；管 理 号 ：
2015034410342015411825032673丢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