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老人和 #$个玩具
本报记者 汪辉 通讯员 连英 宪阳 文

!

图

"

月
#

日一大早! 家住洛宁县的唐勇老人和儿子一
起!带着一个大箱子来到市五院!箱子里装的是她精心为
灾区小伤员准备的

$%

件六一礼物"

今年
&'

岁的唐勇老人!是洛宁县的退休干部" 老人
对地震中受伤的儿童尤为关注! 当得知郑州接收灾区伤
员后!老人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惦记着在郑住院的受伤
儿童" 六一到了!老人家左思右想决定亲手制作布娃娃!

送给灾区的女孩子!挑选一些有意义的玩具送给男孩子"

因为不知道在郑住院的孩子有多少!老人就买了
$%

个玩
具!图个吉利如意"

从洛宁到郑州每天只有两班车! 为让孩子们在六一
这天拿到礼物!老人起了个大早!凌晨

'

时从洛宁坐长途
汽车到洛阳!再从洛阳倒车到郑州"上午

()

时许!老人就
来到了市五院心连心病区! 看到孤儿兄弟张志强# 张平
勇!老人兴奋地拿出一个$挖土机%玩具递到弟弟张平勇
的手里!而哥哥张志强则喜欢上了一个玩具警车"

其实!唐勇老人的家并不富裕!老伴十几年前就去世
了! 唯一的儿子

*)

年前也因意外刺激患上了精神疾病!

生活全靠老人照料"但为让孩子们摆脱阴影!树立起面对
生活的勇气!老人慷慨拿出钱!跑遍洛宁县!精心为孩子
们准备了玩具"

五彩画笔寄真情
昨日上午!二七区陇西小学的少先队员

在校园内!用他们的画笔描绘着对祖国的热

爱和憧憬!用多彩的画笔创作出一幅幅精美

的图画"孩子们有的在画卷上描绘出对北京

!""#

年奥运会的期盼! 有的勾勒出郑州少

年儿童心系四川汶川灾区!祝福那里的孩子

们早日重返校园的美好愿望!憧憬着祖国更

加繁荣富强的画面"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儿子抗震救灾
妈妈同享光荣

本报讯
+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岳金河 谢超
,

昨
日! 惠济区古荥镇政府给辖区

$

位支援四川抗震救
灾的子弟兵妈妈颁发了荣誉证书和慰问金! 感谢她
们全力支持儿子抗震救灾!为家乡人民争了光"

这
$

位子弟兵的妈妈分别是在焦作炮兵某部服
役的程辛伟的妈妈#程庄村

'

组的张风田&在济南军
区某部服役的王振的妈妈#程庄村

*

组的王喜婷&在
济南军区某部服役的韩勇的妈妈# 黄河桥村

*

组的
李春兰&在新乡炮兵某部服役的张斌的妈妈#古荥村
%

组的李爱凤&在解放军某部服役的赵奎卿的妈妈#

古荥村
$

组的靳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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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多为阵性 本周晴雨相间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实习生 李璐(省气象台昨日下午

消息!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本周我省大部地区将出
现几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东部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
雨!局部有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有关
单位加强防范强降水天气引发的山洪及地质灾害"

最新预报显示!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本周我省周
降水量北中部正常!南部略偏少&全省周平均气温正常"周降水
量)北中部

#-../*$..

!南部
*$../'-..

"周平均气温)西部
山区

*-0/**0

!其他地区
*10/*$0

" 周内极端最高气温)全

省
110/1$0

"主要过程预报如下)周一白天!全省多云间晴天&

下午到夜里!西部#西北部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转阵雨或雷阵
雨&其他地区多云" 周二!东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转阵雨或
雷阵雨!局部有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周五到周六! 全省多云到阴! 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
部#东部局部大雨" 周内其他时间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我市今天晴到多云!偏北风
1

级左右!温度)

(%0/1(0

"

明天多云转阵雨!温度
(20/*20

" 建议各地积极做好防灾#

防涝#防汛等工作!加快麦收和秋种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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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覃岩峰

昨日是六一儿童节!对于四川地震灾区
的孩子们来说! 这个节日充满了爱心和问
候!也难掩内心的孤独与渴望"双休日!本报
记者随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踏进病房!走进
公园!同时连线了给灾区孩子赠送礼物的河
南省赴川卫生防疫救援队!体会到了灾区孩
子们在儿童节里的不同感受"

直通灾区的爱心电话

地震后! 郑州市区小学一共接收了
$1

名来自四川灾区的小学生!在社会各界的关
爱下!他们的儿童节过得十分甜蜜"

在管城区!教体局为辖区接收的
(1

名
灾区小学生一同过节日! 这些来自四川安
县#什邡#绵阳等地的孩子们接受了一套套
科普读物" 安县女孩曾靖雯就读于管城区
货栈街小学!她说!学校不仅为她提供了课
本和学习文具! 还专门派一名会说四川话

的老师来帮她补习功课! 这让自己感觉特
别温暖"

为了方便孩子们与家人联系! 管城区教
体局要求每所接收灾区学生的学校都设一部
专用电话!这也是郑州与灾区的爱心电话"

同龄伙伴的问候

在郑大五附院!

$

名来自四川青川县的
孩子受到了医院的悉心照料"

探望这些灾区孩子的人来了一茬又一
茬! 但让他们感到高兴的还是同龄人的问
候"二七区陇西小学从每个班级派出一名代
表!组成了

*2

人的$爱心慰问队%!带着
1--

多册图书和一些玩具等来到病房"见到同龄
小伙伴!孩子们之间的话语多了起来!细心
的陇西小学学生们每人还准备了一张自己
制作的$爱心名片%!将联系方式写了上去!

以便于能够长期保持联系"

公园漫步解内心孤独

昨日的紫荆山公园比平时更加热闹!但
对于就读于管城区外国语小学三年级的李
珂欣来说!离开四川什邡!没有爸爸妈妈的
陪伴!小女孩感到有些孤独"

李珂欣的爸爸是成都军区某部的军人!

妈妈是什邡市人民医院的医生! 地震后!一
直战斗在抗灾抢险的第一线!很少有时间陪
女儿" $平时爱说话的珂欣今天有些闷闷不
乐* %带着李珂欣到公园里散心的是管城区
外国语小学大队辅导员乔伟敏! 她告诉记
者! 为了帮助灾区孩子恢复健康的状态!学
校专门为她配备了学习和心理教师!但恢复
起来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随后!当李珂欣
拨通了妈妈的手机后!她才露出了难得的笑
容!她说!她很想妈妈!只想早点回到家乡!

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

前方救援队送上节日礼物

$今天刚送去了罐头#手电等物品!明天
还将专门从江油市区采购一批学习用品!送
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昨日!记者连线我省
第三批赴川卫生防疫救援队时!救援队队员
宋波给记者透露了这条好消息"

在北川县陈家坝乡金鼓村! 救援队员从
不多的物资中拿出了几十只罐头和手电送给
了在安置帐篷里的孩子们" 他们爱学习的精
神给救援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救援
队决定从江油市区采购一批学习用品! 发给
灾区的孩子们!一支笔!一本书!这些对于一
无所有的孩子们来说!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连日来!金水区龙子湖第一小学!二七
区外国语小学++市区许多学校都捐赠了
大批学习用品!这些饱含郑州友谊的物资将
陆续送到每名灾区孩子们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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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紧急征集令
本报讯'记者 孟斌(昨日!市建委再次发布紧急

消息称! 郑州
2

家为四川地震灾区生产过渡安置房
的企业!急需大批志愿者装车!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报名参与"

这
2

家生产过渡安置房的企业地址及联系方式
分别是) 位于马寨开发区的河南日钢天宇钢构工程
有限公司 ! 生产任务为

($--

套 ! 联系人王晓文
'

(1"&11"$-%%

(&位于南三环#新郑路向南的河南天
兴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生产任务为

*%--

套!联系
人席二山'

(1-('"1($&"

(&位于郑上路大庄村口北的
郑州锦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任务为

'---

套!联系人史道真'

(1"-1%"&%%(

(&位于新郑双湖经
济开发区的河南省美龙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任
务为

($--

套!联系人高云峰'

(12'2-"(-(&

(&位于紫
荆山# 航海路交叉口往南路西的郑州双龙彩钢板有
限 公 司 ! 生 产 任 务 为

(1--

套 ! 联 系 人 陈 萍
'

(1%1%(1"&1$

(&位于南三环#新郑路物流中心
11

号
的郑州天营彩钢板有限公司! 生产任务为

*---

套!

联系人崔军建'

(121%$$&%%%

(&省建一公司委托加工
'天丰公司 (! 生产任务

2--

套 ! 联系人王增恩
'

(12-1%((1%&

(&南三环#老
(-&

京广铁路桥西南
(-

米的郑州雅合轻型房屋有限公司! 生产任务为
(---

套!联系人赵新宇'

(1&%1"1$(%%

(&南四环#大学路交
叉口南

(--

米的郑州郑通轻钢房屋有限公司! 生产
任务为

(---

套!联系人崔小飞'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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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无私奉献
家事有人相帮

本报讯'记者 陈锋 通讯员 李好利(昨日!高新
区石佛办事处负责人为在一线抗震救灾的石佛籍武
警栗明星等人的家属送去慰问金! 并雇来收割机免
费为其收割小麦"

$

,

(*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有
1

名来自郑州高
新区石佛办事处辖区的武警战士一直战斗在抗震救
灾第一线! 他们分别是五龙口村的四川武警总队战
士栗明星# 南流村的四川武警总队战士张振和欢河
村的四川广元武警支队战士毛圃"

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昨日!石佛办事处负
责人来到

1

名士兵家中!分别送去了
$--

元慰问金"

办事处还出资雇来联合收割机! 帮三个家庭收割完
全部小麦"

儿童福利院里快乐多
本报讯 '记者 李娜 文 李焱

图($我长大也要当飞行员" %昨日下
午! 郑州市儿童福利院

%

岁的孤儿
宋江!手举飞机模型!认真地做天空
翱翔状" 某航空公司的空姐们带着
飞机模型来和这里的孤残儿童共度
六一"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分
公司的空姐们带着飞机模型和近
*--

套服装 ! 来到郑州市儿童福利
院! 给这里的

*--

名孤残儿童 $过
节%"此活动也是省民政厅#省慈善总

会和该公司联合主办的$奥运圆梦之
旅%大型慈善活动的内容之一"

$你们天天都飞上天吗- 天上好
玩不- %

%

岁的孤儿宋江歪着头!问身
边漂亮的空姐" 当听完一位空姐$天
上好玩%的介绍后!小家伙羡慕坏了!

大声嚷着说!自己长大后也要当飞行
员!飞上天"随后现场拿起飞机模型!

让自己和$飞机%一起飞了起来"

又讯'记者 李娜(昨天!记者从
省慈善总会获悉!$奥运圆梦之旅%大
型慈善活动!将圆他们观看奥运会的

梦想"

$奥运圆梦之旅%慈善活动!由省
民政厅#省慈善总会以及深圳航空有
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 " 活动将在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期间!从每一位乘坐深航郑州进出港
航班旅客的票款收入里提取

(

元钱!

总额约
$-

万元捐献给河南慈善总
会"该善款将定向用于河南全省各地
市约

(--

名孤儿! 赴北京观看
*--%

年奥运会的全部费用!剩余款项将用
于其他河南贫困帮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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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建灾区希望小学
本报讯'记者 刘国润 陈靖(昨日!郑州大学西

亚斯国际学院创办人陈肖纯和美国堪萨斯州高教委
员会主席罗伯特,莱金斯#美国富特海斯州立大学校
长爱德华,哈蒙德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方共
同为四川地震灾区建一所希望小学! 拟命名为)$西
亚斯

3

富特海斯小学%"

三方承诺用于建$西亚斯
3

富特海斯小学%的投
资不低于

'-

万元人民币!聘请国外建筑专家作顾问!

利用国外先进的建筑防震技术来设计建校方案!建一
所有较强抗震能力#安全适用的乡村小学校舍&将$西
亚斯

3

富特海斯小学%的发展!纳入中方与美方学校
办学的日程!发挥中美两所大学的教育资源和专业优
势!对该小学进行教师培训和义务支教!建立专项奖
学金!为该小学学生到西亚斯就读提供助学支持"

昨日!已经向四川地震灾区捐了
#

次款的郑州

金水区市民汪女士! 再次来到河南省救灾中心物资

储备库!为四川地震灾区送来了
%

台节能空调"

本报记者 汪静文 摄

789:;

数百童心献爱
本报讯 '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六一儿

童节到了! 我把爸爸给我的节日礼物送给四川
地震灾区的小朋友* %昨日上午!在黄河风景名
胜区炎黄广场! 郑州小天鹅幼儿园

$

岁女孩吕
圣君将一个可爱的白熊玩具放到捐赠处" 短短
半个小时!

$--

多名孩子及家长就捐出了千余
件图书#玩具#衣服#学习用具等礼物"

%

)

1-

!在炎黄巨塑的见证下!由郑州黄河风
景名胜区及郑州小天鹅幼儿园联合组织的 $炎
黄佑中华!爱心育天使%活动正式启动" 数百名
孩子将折好的千纸鹤及百合花串成$祈福帘%悬
挂在活动现场"孩子们还和家长#老师手捧千纸
鹤!为四川地震灾区幸存及遇难的孩子们祈福!

祝愿他们在人间或天堂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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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友明 图(汶川大地震重创孩子们的心灵!六一到
了!全市社会各界及爱心市民纷纷赶到医院给震区
孩子们送去温暖与欢乐"

一对一!亲密接触"

儿童节下午!市中心医院的$心连心病区%挤满
了大大小小的学生!他们有的抱着娃娃!有的拿着书
包!有的拿着厚厚的书籍!有的拿着鲜花!有的拿着
自己精心折的纸鹤#星星!有的拿着自己写满祝福的
卡片++他们一对一和小伤员来个$亲密接触%"

$愿通过爱心传递!让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衷心
祝愿灾区的小朋友早日康复!开心快乐* %原来!为了
不影响伤员的休息!他们提前进行了分配!每个小朋
友都对应一个小伤员" 他们把自己想说的话!想送的

东西亲手传递给小朋友"

当日!更是伤员韩琳最开心#最感动的日子" 刚
刚做完手术的她!没想到!医院悄悄地为她准备了
一个温馨而又特殊的生日"

为震区孩子讲述英模事迹

昨日上午!成都军区在郑州防空兵指挥学院的
干部学员来到郑大一附院看望震区小伤员!为小伤
员送来了书包#图书#文具 #水果等慰问品 " 曾于
(22$

年因$抱走一团火!救活一车人%而被烧成重伤
的#被成都军区授予二级英模#团中央两次授予五
四青年奖章的成都军区某部副政委梁强!为震区的
小伤员讲述自己自强不息#勇敢面对生活的人生历
程!以此勉励小伤员坚强地生活!将来好好学习#报
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