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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岁时外出打工后杳无音信

21 年了，女儿你在哪里？
“暖冬”行动

揭牌仪式

郭金枝在郑州打工时留下的照片

为骨病患者带来希望
中华慈善总会“春立阳光计划”
定点医院揭牌

提起女儿，郭振杰不停地抹眼泪。

□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刘宝霞 文图

□首席记者 刘广超 实习生 康飞 文图
本报漯河讯“21 年前外出打工时没了音讯，难道是因为当时给的路费太少，闺女跟家人生气离
家出走？”昨日下午，在漯河市汉江路某小区，67 岁老汉郭振杰坐在正在装修的新房中，抹着眼泪告
诉大河报记者，他和老伴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闺女郭金枝，哪怕她不愿回来，往家里打个电话，知道
这么多年她过得还好也行。

大闺女广州打工不见了
郭振杰是漯河市舞阳县侯
集乡线郭村人。
“我们家三个闺
女，一个儿子，金枝是老大。”郭
振杰说，大闺女郭金枝平常话
不多，但懂事乖巧，几个妹妹和
弟弟都是她抱大的。
“因家庭贫困，金枝上到小
学五年级就不愿再上学了。”郭
振杰对记者说，离开校园后 13
岁的金枝就到郑州打工，但干

了一年感觉不挣钱就回来了。
回家后，郭振杰两口忙农活，郭
金枝在照顾弟妹的同时，靠卖
冰棒补贴家用。
“1996 年 麦 收 农 忙 结 束
后，有几个乡邻要到广州打工，
考虑到孩子的姑父也在广州，
我们就商量着让金枝去广州历
练。”郭振杰告诉记者，当时征
得了 16 岁的金枝的同意。当

时家里已经揭不开锅，送孩子
上火车时，他把借来的 100 元
钱，一半给了闺女，另一半补贴
家用。
“闺女到广州后，写信说把
身份证等证件寄过去。”郭振杰
回忆说，他把相关证件寄过去
后再没有了女儿的音讯，给闺
女发电报，电报被退回，说查无
此人。

本报漯河讯 记者从漯河市
政府获悉，中华慈善总会“春立
阳光计划”定点医院揭牌仪式暨
豫中南人工关节高峰论坛近日
在漯河医专二附院举行。会上，
漯河市副市长栗社臣、中华慈善
总会骨科项目主任陈东光共同
为“春立阳光计划”慈善项目落

户漯河市医专二附院进行揭牌。
“我们将以加入中华慈善总
会‘春立阳光计划’慈善项目为
契机，充分发挥医院的优质医疗
资源和优势，为广大群众提供更
专业的医疗技术。”漯河医专二
附院党委书记韩红军说，
“ 使那
些因骨关节病陷入生活困境的
人们再次看到生活的希望，让他
们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开启人生
的
‘健康之旅’。”

入农户 走田间 蹲地头
郾城区法院精准扶贫用力用心用情

21 年了，仍然没有啥线索
刚去打工，怎么会查无此
人呢？这下可把郭振杰全家人
急坏了。郭振杰告诉记者，当
时只打听到两条线索。第一条
是，孩子姑父到厂里寻找，最后
打听到金枝可能跟一个四川男
孩走了。
“第二条线索是，闺女走时
给同乡人捎去了几双袜子。”郭
振杰说。据一个同乡说，他曾
看到过金枝与一个男孩背着包
欲出厂，但保安将他们的背包
扣下，金枝与这个男孩又回到
了厂里，之后就再也没见到郭
金枝。
“ 当 时 家 里 穷 ，条 件 不 允
许，我们只能拜托广州的同乡
帮助打听，但一直没有任何线
索。5 年前，我们到广州正式报
警，与当地派出所民警一起到

闺女曾经上班的玩具厂。”郭振
杰说，当时厂里早已物是人非，
多方打听，但没有结果。
“我们在广州当地媒体发
布寻人启事，老家舞阳侯集派
出所的民警，也帮我们联系到
了央视的寻亲栏目，但是至今
没有任何闺女的消息。”郭振杰
说。
“如今，闺女和儿子相继成
家立业，不用我们老两口操心
了。子女们还在漯河市区给我
们买了个大房子。”郭振杰指着
正在装修的房子告诉记者。
“现在，唯独大闺女成了我
们老两口的最大心病。”郭振杰
对记者说，老伴因思念闺女精
神上也出现了问题，整天坐在
家门口哭。他在漯河市区找了
个保洁工作，天天忙碌着是为

了分心不再想闺女想得心肝
疼。回忆着以前的点点滴滴，
坐在记者面前的郭振杰泪流满
面。
“全家人都感觉亏欠大闺
女太多，她弟弟妹妹都在外地
工作，21 年来也是一直不停地
寻找。”郭振杰告诉记者。当时
送闺女外出打工时应该将 100
元钱全部留给她，
“难道是闺女
怨我没把钱都给她带在身上，
生家里人的气出走了？”郭振杰
多年来一直深深自责。
“找不到闺女，我和老伴死
难瞑目。”郭振杰对记者说，希
望借助《大河报》的影响力将信
息扩散出去，也恳请社会各界
的热心人看到信息后，能提供
寻人线索帮他们圆梦。

□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齐江涛 文图
本报漯河讯 昨日上午，记
者从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
该市郾城区法院干警驻辖区李集
镇李集村第一书记王要红，带着
问题进村庄、入农户、走田间、蹲
地头，
和干部群众一起研究探讨、
寻求出路、
解决困难，
探索精准扶
贫路线。
记者了解到，李集村南头有
个大水坑，村民常年把生活垃圾

倒到水坑旁，臭不可闻，到处是
蚊子苍蝇。第一书记将问题反
映给郾城区法院滕宝成院长。
滕宝成院长立即组织，亲自带领
干警到李集镇李集村，清理垃圾
并协调安放垃圾箱（上图）。
“太感谢你们了，
在郾城区法
院的大力帮助下，现在村里环境
好多了！
”
面对焕然一新的村容村
貌，
李集村村民激动地说，
郾城区
法院干警的扶贫工作用力、
用心、
用情，
是他们的
“贴心人”
。

助学助残助困助老
漯河第四届“暖冬行动”
启动

中国银行漯河分行：
结对共建，开创基层党建新格局
□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褚卫东
本报漯河讯 昨日上午，大
河报记者从中行河南漯河分行
获悉，为增强党建工作新活力，
进一步推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持续推进辖区内基层党
组织与各类企事业单位开展党
建工作结对共建活动，今年以
来该行党委与两家国有企业单
位党组织签订了党建共建协

议，下属 21 个党支部均结合实
际与业务合作单位党组织开展
了党建共建活动。
记者了解到，漯河中行党
委今年以来与共建单位漯河市
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漯河市发
展投资公司先后开展共建活动
10 次，涵盖重温入党誓词、集
中党课教育、党员之家建设、党
建知识竞赛、业务骨干集训、读
书交流、体育运动等方面。通
过党建共建，也进一步促进了

双方业务合作，该行先后与漯
河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达成一致，进增授信 4
亿元。
中行漯河分行牵头开展的
党建共建活动，为银企、银政党
建工作注入新活力，激发了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两个作
用”的发挥，为共建双方工作共
促、合作共赢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刘丽霞 文图
本报漯河讯“这是我们班
‘青苗爱心公益团队’捐款购买
的 6 个篮球和书包，希望能帮助
到我们的同龄人。”12 月 23 日，
在漯河市第四届“暖冬行动”启
动仪式现场（上图），该市受降路
小学学生宋佳音稚嫩的童音，让

这个寒冷的冬天充满了暖意。
记者了解到，这次“暖冬行
动”由漯河市文明办、市慈善总
会、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爱
心人士当天现场捐赠现金 5.9 万
元，捐物折价 4 万多元。启动仪
式结束后，爱心团队赶到该市困
难家庭进行慰问，元旦前后还将
分赴各县区把捐款和物资分发
到困难群众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