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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给救命恩人送锦旗以示谢

意，天经地义！但救命恩人反

过来给被救对象送锦旗，这事

儿是否有点蹊跷？

李希勇是山东日照雷锋救

援队的一名救援队员。7月 23

日，听到新乡遭遇暴雨灾害的

消息，他和队友丁帅、刘彬等人

火速赶来支援。他们在新乡转

战卫辉市、红旗区、牧野区等多

个地点，拼抢好几天，参与救援

数十起，解救被困群众上百人，

是新乡当之无愧的“救命恩

人”。

完成任务返回日照后，因

疫情防控需要，三人主动隔离

半个月，又不便在日照、新乡之

间再次往返。李希勇便与记者

联系，委托记者把4面锦旗送给

4位新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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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锦旗记录新乡真情故事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亚伟 通讯员 崔
敬）8月 26日，记者了解到，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河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自然
资源厅、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日前联合发布河南省化工园
区名单（第二批）。

此次名单中，包含化工园区和化工特色产业园区两
大类，其中，总面积243公顷的新乡市延津县产业集聚区
（化工园区）入选化工特色产业园名单。

延津县产业集聚区化工园区是新乡市唯一经省发展
改革委批复主导产业为医药化工的专业园区，目前已入
驻晋开延化、新乡制药、三浦百草等企业。9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贾红

8月 29日，记者从总部位于新乡市红旗
区的东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该企业注
资800万元成立教育基金会，除奖励品学兼
优的新乡籍大学新生外，还将点对点资助遭
受此次洪涝灾害的困难学生。

省人大代表、50岁的东安集团董事长
堵召辉热心公益，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屡屡
慷慨解囊。亲朋好友都笑称，堵总虽然姓

“堵”，却最爱“疏”——仗义疏财。
7月 23日，面对新乡汛情，他紧急捐款

500万元，支援全市防汛救灾工作。
2020年年初，为支持红旗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他除了捐出 100 万元，还腾出

备用厂区，耗时 5 昼夜建成隔离医院，无
偿移交给小店镇政府；最近两年时间，他
就累计投入 1400 万元，全力支持教育事
业；他与原阳县 7个村庄结成帮扶对子，修
公路、建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堵召辉近
年 来 捐 出 善 款 3000 多 万 元 ，资 助 群 众
11000余人次。

实际上，堵召辉也很会“堵”。此次新乡
洪涝灾害中，在他和集团员工的努力下，洪
水被“堵”在 25400 名群众身前，被“堵”在
3000余台私家车外。

作为一家以汽车贸易为主业的民营企
业，东安集团在每次汛情时都会接到因汽车
被水淹造成故障的求助电话，他们早已绘制
好了全市的应急救援“作战图”，并配合演练

出了“三人一车”的救援模式。
今年汛情发生后，东安集团一声令下，

一台台专门用于转移车辆的板车，各载3名
员工，按照“作战图”迅速奔赴市区和各县城
的积水点，24小时不间断开展救援。板车
车身高，完全可以应付大部分区域的涉水作
业。员工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驾驶、有人
收集求助信息，有人设计救援方案，随后再
紧密合作直到完成救援。

是他们售出的车要救援，不是他们售出
的车也二话不说，拖！遇到被围困的群众更
是要伸出援手，救！

汛情期间，东安集团派出了160个应急
救援小组，投入近 200台救援车辆，960余
名员工战斗在抗洪一线，累计救助群众

5000余次。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堵召辉说，

大量汽车涉水受损，将直接伤害车主利益；
拖到东安集团进行修复，势必占用大量维修
资源。而东安集团积极参与抗洪抢险，虽然
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却把灾害对汽车的损
害降到了最低，这笔“账”对车主和企业都

“划算”。
除积极参与一线抢险救援外，针对辉

县、卫辉等受灾严重的地区，堵召辉还组织
员工成立抗洪救援服务队，采购价值十余万
元的生活物资送到群众手中。与此同时，他
还要求各子公司，对所有驰援新乡的爱心人
士，车辆如有损坏全部免费维修，并为爱心
人士提供休息、餐饮等服务。9

第一面旗，送给饭店好老板

第一面锦旗，上边写着“千年一遇洪水
灾，彭厨相助鲁豫情”，要交给新乡市人民路
胖东来对面彭厨餐厅负责人孟庆玉。

李希勇说，7月 23日夜，他们在解救了
两名被困老人之后，在新乡市“城里十字”稍
做休息。耗费了大量体力，几个人饥肠辘
辘，与此同时，部分救援队员由于长时间泡
在水中，身体出现排斥反应，凉牛奶一喝就

吐、方便面难以下咽——那种难受的滋味可
想而知！

看到附近彭厨餐厅还在营业，他们就想
去看看能不能吃口热饭。

孟庆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精心准备了
2个凉菜、10个热菜招待他们。

“在我们饿到极点、疲惫到极点、难受到
极点时，这桌饭菜就是‘救命菜’！”李希勇
说，孟庆玉还把他们介绍给餐厅的顾客，引
得大家争相以水代酒前来致谢，还有市民动
情地唱起《为了谁》。

用过餐，救援队去结账，被孟庆玉断然
拒绝。其他多名顾客，提出要帮他们结账，
也被孟庆玉一一回绝。

此情此景，让李希勇等人终生难忘，对
河南人孟庆玉充满了感激之情。

第二面旗，送给心美的“媛美”

第二面锦旗写着“洪水无情人有情，媛
美人美心更美”，要送给位于新乡市金穗大
道与胜利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媛美侬整形医
院负责人杨保丹。

离开彭厨餐厅，已是7月 24日凌晨0时
06分，他们又犯了愁：因为未提前与当地相
关部门对接，住处尚无着落，各个正在营业
的旅馆、酒店基本都已客满。

他们曾向杨保丹问过路，互相留了联系
方式，就试着给她打了个电话，看能不能帮
忙找个可以休息、洗澡的地方。

杨保丹爽快地把他们请到医院，准备好
干净床铺、热水淋浴，还安排一名医生整晚
值班，可以随时为大家提供简单的医疗服
务。

“当时，有的队员困得在车上都睡着
了，还有人累得走路都打哆嗦，如果不能
及时休息，身体肯定吃不消！”李希勇说，
露宿街头休息不好，次日就没有充足的
体力参与救援；在污水中长时间浸泡，如
果不及时清洗，会给大家的健康带来伤
害。

媛美侬是一家在卫生部门正式注册
备案的正规私人医疗机构，是杨保丹的
全部事业，这里收拾得比酒店还要干净
舒适。

杨保丹的热情，媛美侬的舒适，给李希
勇等31名救援队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三面旗，送给热心好大姐

第三面锦旗写着“洪水无情人间有大
爱，河南山东鲁豫一家亲”，要送给家住卫滨
区金穗大道社区老工具厂家属院的热心大
姐王玉霞。

7月 24日早上不到 7点，救援队员们休
整完毕，把媛美侬打扫得干净整洁如初，在
路边等候救援命令。

王玉霞从楼上窗口看到他们，马上飞奔
下楼，在附近市场买了一堆油饼、豆浆等早
点塞给他们。

“已经向她解释我们有纪律，不能因
为救援收受群众的财物，可她完全不听，
隔着车窗就塞了过来！”李希勇说，实在拗
不过大姐的热情，他们“被逼无奈”吃了这
些早点。

李希勇说，时隔一个多月，早点的美味
还留在唇齿之间，王玉霞大姐的热情更是让
人难以忘怀。

收到锦旗，他们这样说

“咱新乡遭了灾，他们自己掏油费、自己
修汽车，舍生忘死来救援我们，让他们能吃
口热饭菜是我们应该做的！”34岁的孟庆玉
说，新乡汛情发生后，他在饭店门口打出“本
店为义务救援者提供免费就餐，新乡人民感
谢您！”的字样，在门头滚动播放。

从 7 月 21 日救援队纷纷赶到，到 7 月
28 日救援队一一撤离。彭厨餐厅每天中
午、晚上为救援队预留40个餐位，按照每10
个人 12道菜的标准盛情招待，累计接待救
援队员500人左右。

“这些山东大汉，真的有情有义！”杨保
丹说，她还清楚地记得，看到医院的床十分
干净整洁，救援队员们怕弄脏床铺不愿上床
休息，最后在她的坚持下十几名泡在水中时
间最长的队员才上了床。

杨保丹也同样奋战在防汛一线。她和
医院的医护人员带着紧急购置的药品和治
疗外伤的绷带、缝合线，赶往险情严峻的地
方，为救援队送去了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

“这锦旗我受之有愧！人家来救援咱，
该咱给他们送锦旗！”王玉霞说，买了一顿早
餐，花费几十块钱，实在不值一提。

王玉霞家所在的位置没有积水，但她并
没有因此置身事外。53岁的王玉霞身体瘦
弱，体重不到百斤，她连续几天在和平路小
学帮助搬运救灾物资，从不叫苦叫累。

“我们‘送不出去的锦旗’，
还有很多！”

一定有人问，第四面锦旗是给谁的？
第四面锦旗写着“挺身共往洪水去，弘

扬正气传真情”，是送给河南日报新乡分社
记者的。

7月 24日，我们的记者与丁帅、刘彬、李
希勇一道前往卫辉城区，搭救被洪水围困的
儿童、老人和孕妇，全程跋涉 20多公里，耗
时3个多小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李希勇等人给记者的锦旗，是为了纪念
我们共同奋战的难忘经历。

“非常可惜，我就记下了你们 4个人的
联系方式！”李希勇说，在新乡的每一天，他
都十分感动：有个抱孩子的孕妇向车里扔下
食物和饮料，扭头就走；被救的群众眼含热
泪，向他们鞠躬致谢；他们撤离的时候，市民
在路旁齐刷刷地向他们竖大拇指……

“这座城市留给我们太多的感动！虽然
我们是来提供帮助的，但我们也对新乡充满
感激！”李希勇说，还有很多“锦旗”虽然“送
不出去”，但始终都在他们心里装着——永
远感谢那些厚待救援队员的新乡人！9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8月 24日 11时 30分，菏宝高
速辉县站正式开通。

辉县站位于菏宝高速新乡西站向西 2.5 公里处，建
设历时一年两个月，投资近两亿元。该站共设置 5个上
站车道、7个下站车道。今后，前往辉县万仙山、八里沟、
关山、宝泉等景区的车辆都可以选择从辉县站下站。

此前作为辉县市的主要高速出入口，菏宝高速新乡
西站日均车流量已高达2万辆，是设计值的3倍，这给新
乡西站造成极大的交通压力。

辉县站的开通将大大缓解新乡西站的压力，并使新
乡市域范围内高速公路出入口分布更加均衡、合理，同时
也是新乡交通工作进入全省第一方阵、建设人民满意交
通的具体实践，对推进郑新一体化、南太行文旅康养产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陈荣霞）8月 27日，
记者从新乡市河长制办公室了解到，该市开展灾后河道
清障和水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全面开展河道清理修复工
作。

为了保障河道安全，新乡市河长制办公室及时开展
河道清障专项行动，清理堤顶堤坡违章种植、滩地高秆
作物、阻水违章建筑，确保堤防安全、河道及堤顶防汛道
路畅通；开展水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深入推进入河排污
口整治延伸覆盖，将农村中小河流纳入整治范围，开展
入河排污口排查，建立入河排污口信息台账，落实“查、
测、溯、治”四项要求，梳理问题类型，分类提出整治措
施，精心组织、精准施治；开展河道水毁工程修复工作，
及时修复损毁堤防、护岸水闸，恢复水利工程功能，确保
河道防洪安全。9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贾红）8月 28日，红
旗区教体文旅局牵手新乡市新区小学合作办学，以原公
村小学为依托成立的新区小学东校区正式揭牌。

红旗区教体文旅局邀请新乡市新区小学共同探索办
学体制改革，成立新区小学东校区，不仅较大地缓解了红
旗区的区域性就学压力，更是开启了该区教育事业发展
的新篇章。在教育教学方面，两个校区将统一课程安排、
统一教学进度、统一作息时间、统一教学评价与考核；在
教师发展方面，做到两个校区研训一体化，促进教师更新
教育思想、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学水平。

红旗区教体文旅局负责人表示，将高度重视新区小
学东校区发展，珍惜此次合作办学成果，在人、财、物等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确保优先发展，使学校在短期内快速成
长，争取一年见成效，三年成名校。9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8月 27日上午，辉县孟庄镇
政府与中国移动新乡分公司举行仪式、签订协议，将以

“5G智慧养老、智慧医疗”平台为基础，提高老年人就医
及养老服务体验，实现医养资源上下贯通，开启医养结合
的养老新模式。

孟庄镇卫生院将在敬老院成立分院，开展诊疗、体
检、健康咨询等服务，利用 5G 平台建立老年人健康档
案。推进“智慧养老、智慧医疗”服务模式的快速发展，提
供及时、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在保障为老年人提供智慧医疗服务的同时，将敬老
院邻近乡镇及邻近村庄共计约两万余居民的健康医疗
服务作为试点纳入智慧化管理，使他们充分享受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康复医疗服务等卫生健康服务。在做
实智慧养老的基础上，为辉县市打造智慧医疗展开积
极探索。9

菏宝高速辉县站开通

新乡市开展
灾后河道清理修复

新乡市新区小学东校区揭牌

辉县市

探索“5G+”智慧养老模式

延津县

化工特色产业园榜上有名

近日，河南省第二监狱充分发挥全国文明单位示范
引领作用，积极开展“四送一助力”专项行动，对疫情防控
一线的志愿者开展慰问活动。9 杨永鹏 摄

疏财仗义的“老堵”

山东日照雷锋救援队的3名队员李希
勇（左）、丁帅（中）、刘彬（右）在卫辉参与救
援。9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摄

收到锦旗后，新乡市民王玉霞非常开心。9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摄

近日，新乡市市直单位、高校、企业、
驻新单位等与卫辉市受灾严重的 58个
行政村一对一结成帮扶对子，开展垃圾
清理、排水、消杀、走访慰问等工作，全力
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图为
新乡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志愿者在卫辉市
顿坊店乡前稻香村整理村容，进行全方
位消杀。9 吕正晨 摄

结对帮扶
共建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