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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公 告

◆驻马店市驿城区丽丽水暖建
材配件门市部（代码：92411702
MA43UXFX6Q）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张杰（注册号：4107286190622
80）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二小姐的鸡排
店（注册号：410305600323864）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吴青锋（注册号：410212617267
899）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高娅丽（注册号：411702616194
806）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R410603978，姓名：耿旭
东，出生日期为2017年 11月 10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I411807753，姓名：王晨
明，出生日期为2018年 12月 11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P410935622，姓名：程嘉
铭，出生日期为 2016 年 2 月 12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S410560042，姓名：洪弋
卓，出生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10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确山县运强农牧专业合作社
（代 码 ：93411725MA3XEPRH
8F）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 销 ，请 债 权 人 自 本 公 告 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南阳市宛城区红英通讯店（代
码 ：92411302MA46DTBN82）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邓州市田林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411381NA00100
9X）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 销 ，请 债 权 人 自 本 公 告 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编号：Q412128290，姓名：尹睿
泽，出生日期为 2017 年 4 月 12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Q411187309，姓名：汪恩
琪，出生日期为2016年 11月 14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孟津县会盟镇盛源养殖专业
合作社（注册号：410322NA0006
97X）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 注 销 ，请 债 权 人 自 本 公 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
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以下
学生证丢失，声明作废。魏子杰
（201711210847）、何刘见（2017
11210306）、赵洪雷（20151101020
52）、李婉玉（201711210434）、李
成龙（201711211403）、郑之一（20
1711211539）、卢 丹 丹（201711
211338）、李 春 昊（2017112115
15）、冯 业 伦（201711210804）。

◆郑州市管城区玟宏日用品服
务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不慎丢失，注册号：410104
600310080，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邵青青（身份证号：410104
199009150020）因个人原因丢
失郑州恒大悦龙花园车位C1-0
02收据，认购书编号：1024354，
金额：195500 元，特此声明。

◆郑州市郑东新区欣欣手机通
讯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
号：410101600100027，声明作废。

◆章芝甄，女，2016年 3月 09日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
10875349）丢失，现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观锋百果园水
果店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
记证丢失，编码是 JYDJ141010
513001590，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鼎华水果店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410100MA44826
64U，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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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救救我！”
2008年，买世蕊收到一封来自监

狱的信。信是一个叫冯晓斌的人写的，
他 18岁那年，因 1分之差，没能考进空
军飞行学院，从此一蹶不振，结识了一
些不良青年，并触犯刑法。那段时间正
是严打，他因此被判刑15年。

写信的时候，冯晓斌的状况非常糟
糕，绝望中的他向买世蕊发出了求救信。

买世蕊很快跟监狱取得了联系，经
过一次次的沟通，买世蕊终于在监狱里
见到了冯晓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

“妈妈来看你了。”
冯晓斌抱着买世蕊哭了足足 5分

钟。这个大孩子一遍一遍地跟买世蕊
说，“妈妈，我错了，我错了。”买世蕊告
诉冯晓斌，一定要从心底里改造，给妈
妈争口气！

从那以后，冯晓斌变了，他在监狱
里上完了大学函授课程，通过自己的努
力，减刑8年。

现在，冯晓斌在广州工作，每年的
大年除夕，他都会回到新乡和买世蕊妈
妈一起过年。

“一辈子没有下过山，年收入只有
100元，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很
多都已经 10岁了还没有上学。”听到市
妇联领导讲述新乡市周边贫困山区的
情况后，买世蕊不安地亲自跑去调查，
很快，她做出决定：把这些困难家庭的
女孩子召集起来，组成一个班，由她资
助她们上学。

开学那天，这些孩子由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蹬着三轮车送过来，小脸儿
脏兮兮的，亲昵地叫她“世蕊妈妈”。买
世蕊给孩子们统一买了衣服，交了学
费，让她们有了新书包、新板凳、新电
脑，有地方住。就这样，她又成了 40个
孩子的妈妈。

“我的 40个孩子很争气。就在今
年，有 23人考上了大学，其中 3人超过
了一本线 50多分。现在孩子们的爸爸
妈妈都正在跟我沟通，商量孩子们填报
志愿的事。我很庆幸做了这个事，庆幸
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

“对待有困难的人，我们的爱心不
是可有可无的施舍，那是一种必须承担
的责任。”买世蕊说。

“妈妈”买世蕊和她的40个孩子
听到新乡周边贫困山区的状况，买世蕊把那些困难家庭的女孩子组成一个班，资助她们上学
就这样，她成了40个孩子的“妈妈”，过半数孩子如今已考上大学，靠知识改变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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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买世蕊参加省人大会议。
时任省长李成玉在开会时批评新

乡的国有企业改制乱、进度慢。身为
新乡市国企改制中的一员，买世蕊长
期关注新乡市改制情况，此时她站起
来发言说：新乡市推行的是一厂一策
制度，主要领导亲自到最困难的国企
调研，当场找问题，现场拍板给政策。
新乡推进得或许有点慢，但这是因为
新乡的老国企太多，一两年之内完成

根本不可能。改制的推行，要符合规
律、实事求是。

李成玉省长听后当场表态，说买世
蕊实事求是，“我差一点误会你们的市
委领导了。”后来，新乡的改制模式还作
为经验，在全省推广。

其实那几天，买世蕊一直在发烧，当天
晚上她就休克了。

那一届，买世蕊全票通过，当选为
“全省优秀人大代表”。

原阳县的葛大爷找到买世蕊：“我有
一个事儿，在心里堵着，得跟你说说。”

原来，葛大爷家的祖坟由于修路占
地要迁走，可能在谈判的过程中，对方
的态度欠佳，再加上觉得迁坟后影响风
水，葛大爷很生气，于是开始了漫长的
上访之路。

买世蕊做大爷的工作：“这是大气
候，咱不能影响修路，你呀，可得听听小
侄女（葛大爷的女儿，一直劝葛大爷迁
坟）的意见。”葛大爷说：“我就听你的。”

在买世蕊的协调下，葛大爷最终撤
诉了。他对买世蕊说：“世蕊，我其实就

是想争一口气！”
现在，不管买世蕊走到哪儿，都有

很多人跟她打招呼。
过年的时候，她去买菜，卖菜人怎

么也不肯收她的钱。好说歹说，最后
十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她给买世蕊按
2块钱 1斤算。其他的人看到了，都围
过来，这个说：“黄瓜、白菜、西葫芦，您
随便挑。”那个说：“菜都是最新鲜的，您
带上点儿。”……

他们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电视上
的那个“好人”——买世蕊。

（节选自《初心》第272~276页）

早在20世纪80年代，拥军就成了买
世蕊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她先后为 100
多位老荣军、老红军提供过便民服务。

买世蕊在荣康医院和荣军休养院拜
访时，看到一些没成家的特等、一级伤
残军人虽然有组织照顾，但生活仍有诸
多不便，就在业余时间为他们洗衣服、
拆被子、打扫卫生。

老红军王大元病重时，拉着买世蕊
的手说：“孩子啊，我 13岁参加革命，一
生无儿无女，是你让我享受到了天伦之
乐，我真舍不得走啊！”张友莲是个无

儿无女的五保户，买世蕊自 20世纪 80
年代初就开始照顾她，从拆洗被褥到买
煤买面，甚至拿钱治病，事无巨细，无微
不至，以至于老人住院时医生护士都
误以为买世蕊是她的亲闺女。买世蕊
八年如一日地悉心照顾老人直到去世，
还为其操办后事。

这样的老人，买世蕊先后照顾了 8
位，她都称她们为“妈妈”。

时任新乡市委副书记宋丽萍专程来
到买世蕊所在的超市，祝贺她评上“新
乡市十佳市民”。

“最敢说”买世蕊

“闺女”买世蕊

“妈妈”买世蕊

“好管闲事”买世蕊

多年来，买世蕊一直坚持对监狱中的孩子进行帮扶，这是报道剪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