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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市委募集 52.5万元资助 105名贫困大学生
本报讯 高考过后， 手捧大学录取通知

书， 学费却没有着落， 一些贫困学子喜忧参
半。 为了帮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圆梦
大学，自 6 月以来，团市委、市希望工程办公
室向爱心企业发出倡议， 号召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关注高考贫困学子，共募集资金
52.5万元， 帮助 105名贫困大学新生顺利
入学。

“能考上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高兴
的事儿，但父母打工务农，父亲又身患

重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大学的学费对我来
说是个天文数字。”昨日上午，今年高考以 623
分被大连理工大学盘锦学区石油化工专业
录取的广宗县塘疃乡油堡村考生郑培鑫 ，
拿 着 刚 刚 领 到 的 助 学 金 激 动 地 告 诉 记

者，“对于‘圆梦大学’助学金的帮助，感激
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只有用自己的
行动去回报社会， 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的
人。 ”

（本报记者 冀文龙 通讯员 尹西昭）

家乐园集团、牛城晚报“寻找好爸爸”之坚强爸爸

“孩子和他妈都指望着我”
本报记者 张婵娟 通讯员 袁志 文/图

昨日上午， 辛庄社区的和老贵刚把给
儿子吃的鸡蛋羹蒸上， 就开始插空拆洗被
褥。洗了会儿，他歇了口气。看看时间，又赶
着给儿子喂鸡蛋羹了。

儿子患病又出意外

和老贵今年 64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庄
稼人，老实、勤俭。 由于妻子身体一直不太
好，家里家外都是他支撑着。儿子 3岁时被
查出患上了癫痫。 和老贵省吃俭用攒下钱
给儿子治病，山西、河南等很多地方，他都
带着孩子去治过，但收效甚微。

就这样， 儿子一天天在家人的呵护中
渐渐长大。“虽偶尔会犯病，但平时还好，能
出去跑跑，我们就挺知足。”和老贵说着，穿
过帘子望了眼斜对面屋子， 他的儿子自从
2006 年一次意外高空坠落，造成下半身失
去知觉，一直躺在那间屋内。

那次意外， 让生活本就不宽裕的和老
贵一家更是雪上加霜。“手术花的那 4万多
块钱，都是借来的。 ”和老贵叹了口气。

“有我活一天，就有你一天”

2006 年， 和老贵 25 岁的儿子躺在床
上，只能靠家人喂吃喂喝，大小便不知，小
伙子一度有了厌世情绪，他不想拖累家人。

看着儿子目光里溢满酸楚， 和老贵内
心也如火烧：“爹妈在，就有你口饭吃，这日

子咋也要过下去。 ”和老贵话不多，但他用行
动向家人表达着关爱。

此后，每天清晨，他都会 4 点多起床，做
早饭，给儿子换前一晚尿湿的被褥，并给儿子
擦洗身子、喂饭。 接着打扫家里的卫生、拆洗被
褥、做午饭、再给儿子喂饭，一早一晚还要侍弄
两分多的菜地，一直到 23时许才能歇口气。

“孩子他妈的身体也不太好，我当然得支
撑着。 ”和老贵觉得，这就是生活，每天很忙
碌，但不烦，因为那都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

乐观面对坚强支撑

面对这么多的坎儿， 和老贵并没有一脸
愁苦。相反，他为人乐观，再大的难事，到他这
里，也就那么回事儿。 他是社区里的热心人，
邻里有个婚丧嫁娶的事儿，他都会去帮忙。他
还是响当当的大师傅，做得一手好菜。

由于人缘好， 他还被居民选出当了社区
的小组长。“开门过日子，没啥烦不烦的，自己
努力好好过，我好了，儿子也跟着好。”和老贵
的话很朴实， 但句句都透着他对儿子和家人
深深的爱。

“爱心育婴师服务队”进社区之尚泉社区

妈妈们抱着孩子求指导

本报讯 8 月 28 日 8 时许，高女士和朋友匆
匆赶到桥西尚泉社区活动室。 晚报与西门里办事
处计生协组织的“爱心育婴师服务队”，此次与尚
泉社区联合为居民服务。“还有三个月，我就当姥
姥了，可得好好学学。 ”高女士说。

“科学育儿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当天， 共有 6名爱心育婴师来到现场义务服
务。主讲的育婴师滑会硕提到了扎蜡烛包、剃满月
头、母乳擦脸等在育儿时不可取的方式。“没想到
扎蜡烛包对孩子大脑发育不太好。”准姥姥高女士
直感慨，还有剃满月头容易刮伤宝宝，造成感染，
幸亏来听课了，这些老方式可要及时更改了。

本报资深报友现场认真记录勤学习

“我从 2002 年开始就自费订阅牛城晚报，你
们的很多活动，我都参加，办得很不错。 ”64 岁的
马阿姨在现场学习的空当告诉记者。这次，她得知
要教授小儿推拿，早早就赶到尚泉社区来听课。

马阿姨曾买书自学过小儿推拿， 她很喜欢这
个古老、传统的理疗方式。“以前自己学，很多细节
都不太清楚，这次，看着老师手把手教一些常用的
推拿手法，真是很实用。”马阿姨一边看，一边认真
用笔记录，不清楚的地方，还仔细询问，“这么好的
机会，可得好好把握。 ”

妈妈们抱着孩子求指导

听了育婴师的介绍，家长们仍觉不过瘾。一些
没带孩子的家长，赶紧联系家人将孩子带过来，现
场求教。 一时间，6个爱心育婴师个个都被家长们
围着询问。

“孩子总是不爱吃饭，你看瘦的。”一位姥姥带
着外孙女凑到跟前，满脸焦急。“补脾经、清板门、
逆运内八卦、清四横纹，每次照着两三分钟做。”听
着爱心育婴师细致的讲解， 孩子的姥姥认真记着
每个穴位的位置、名称、推拿手法，“别的不说，就
学这一种， 我都觉得很受用， 回去好好给孩子做
做。 ”爱心育婴师们听到家长们的感慨，更是欣慰
不已。
（本报记者 张婵娟 通讯员 马丽华 范明悦）

《她要带着妈妈上大学》追踪报道

刘云锐在石家庄租到合适房子

本报讯 在本报与河北青年报的共同关注
下， 很多爱心人士给威县带着妈妈上大学的坚强
女孩刘云锐提供帮助和支持。记者昨日获悉，经过
许多热心人帮助， 她已经在石家庄学院附近租到
一处合适的独院。

6 年前，父亲因脑瘤不幸去世，留下了上初二
的刘云锐和患精神疾病的母亲。 6年来，刘云锐付
出艰辛努力，边照顾母亲边读书，立志通过自己的
努力去改变命运。今年，刘云锐以 532分的成绩考
入了石家庄学院。为了方便照顾母亲，刘云锐带着
母亲上大学的故事，打动了许多好心人。

在本报和河北青年报的关注下， 石家庄学院
附近的中仰凌村村委与刘云锐取得了联系， 并于
8 月 26 日帮她在村里租到了一所价格便宜又合
适的独院房子。 房东左新刚得知云锐的家庭情况
后直接将租金减半，每个月 500元房租，一年仅收
5500 元， 房东左新刚的善举深深感动了刘云锐。
在众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刘云锐终于可以实现
带着妈妈上大学的梦想。

（本报记者 冀文龙 通讯员 赵国华）

推荐人：大梁庄乡计生协

推荐理由：儿子三岁时患上了癫
痫病，妻子的身体也一直不太好。
儿子 25 岁时 ，一次意外 ，从高空
坠落，造成下身失去知觉。30 多年
来，作为父亲的和老贵，一直对家
人倾心照顾， 用自己的坚强 、乐
观， 给家人撑起了一个虽简朴但
温暖的家。

重温 20 个爸爸的故事，一起来给“好爸爸”们投票吧
本报讯 快为感动你的“好爸爸” 投一票

吧！ 3 月底，家乐园集团再次携手牛城晚报，倡
导传承道德风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出“一
座城市一个家 系列美德发现活动”。其系列之
二的“寻找好爸爸”活动于 6 月下旬起航，经过
两个月的不间断寻找，本报共推出了 20个典型
人物报道。

这些爸爸中， 有的坚韧顽强， 有的擅长教
育，有的将父爱分享给了更多孩子……20 位典
型爸爸的故事， 虽不能涵盖我们身边所有的好
爸爸，但他们的故事可以为更多的人、更多的家
庭传递一种正能量， 这也是我们对更多好爸爸
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

今天， 随着第 20个爸爸的温暖故事出炉，
“寻找好爸爸” 的典型事迹报道暂告一段落，大
家投票评选“好爸爸”的互动环节同时启动。 投
票分为晚报的纸质投票和家乐园集团官网投票
两种方式，双重统计投票结果后，以最终得票数
评选出 10名爸爸进行颁奖。报纸选票可送至南
园路 2号牛城晚报编辑部热线部， 截止时间为
9 月 7 日 17：30，选票以报纸原件为准，复印件
无效。 家乐园集团官网（www.jlyol.com）网站投
票，截止时间 9 月 7 日 23：59，一个 IP 地址只
能投票一次。 （本报记者 张婵娟）

七旬老太取钱遗忘卡 出院后数日寻找拾金不昧人
本报讯 昨日， 刚回家两天的宋女士来到

报社表示：“我要感谢一个拾金不昧的小伙子。”
半个多月前，73 岁的宋女士因办理住院手

续需现金， 便到胜利路和八一大街交叉口附近
的银行取钱， 从吐钞口拿了现金她扭头就
走，忘了取出自动取款机上的银行卡。片刻，一
个小伙子便从自动取款机那里追了出来。“您忘
拿银行卡了。 ” 小伙子拦下宋女士递还了银行
卡。

“银行卡上的余额不下万元，小伙子一
分未动。 ”宋女士说，她当时留下了小伙子
的电话，但只问出对方在西边的钢厂打工，
姓名等信息都不知道。 住进医院后，宋
女士仍时时惦记着那个小伙子，可自己手
机又丢了没法联系。宋女士说，她曾让孩子
们去打听那个小伙子的信息， 却没能及时
找到。

近日，宋女士出院后，亲自跑到取钱银

行附近的小区保安那里打听是否见过那个小
伙子，但仍没能找到。 于是，她再次让孩子们
去桥西的钢厂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
方帮忙，在事情过去 20 余天后，宋女士终于
得知小伙子是某钢厂的职工刘艳冬，年仅 21
岁，在宋女士取款的银行附近租房居住。“这
样的好孩子，是社会的正能量，我必须好好感
谢他。 ”宋女士说。

（本报记者 郭红玉）

善行河北
德润邢襄

团市委募集 52.5万元资助 105名贫困大学生
本报讯 高考过后， 手捧大学录取通知

书， 学费却没有着落， 一些贫困学子喜忧参
半。 为了帮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圆梦
大学，自 6 月以来，团市委、市希望工程办公
室向爱心企业发出倡议， 号召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关注高考贫困学子，共募集资金
52.5万元， 帮助 105名贫困大学新生顺利
入学。

“能考上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高兴
的事儿，但父母打工务农，父亲又身患

重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大学的学费对我来
说是个天文数字。”昨日上午，今年高考以 623
分被大连理工大学盘锦学区石油化工专业
录取的广宗县塘疃乡油堡村考生郑培鑫 ，
拿 着 刚 刚 领 到 的 助 学 金 激 动 地 告 诉 记

者，“对于‘圆梦大学’助学金的帮助，感激
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只有用自己的
行动去回报社会， 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的
人。 ”

（本报记者 冀文龙 通讯员 尹西昭）

家乐园集团、牛城晚报“寻找好爸爸”之坚强爸爸

“孩子和他妈都指望着我”
本报记者 张婵娟 通讯员 袁志 文/图

昨日上午， 辛庄社区的和老贵刚把给
儿子吃的鸡蛋羹蒸上， 就开始插空拆洗被
褥。洗了会儿，他歇了口气。看看时间，又赶
着给儿子喂鸡蛋羹了。

儿子患病又出意外

和老贵今年 64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庄
稼人，老实、勤俭。 由于妻子身体一直不太
好，家里家外都是他支撑着。儿子 3岁时被
查出患上了癫痫。 和老贵省吃俭用攒下钱
给儿子治病，山西、河南等很多地方，他都
带着孩子去治过，但收效甚微。

就这样， 儿子一天天在家人的呵护中
渐渐长大。“虽偶尔会犯病，但平时还好，能
出去跑跑，我们就挺知足。”和老贵说着，穿
过帘子望了眼斜对面屋子， 他的儿子自从
2006 年一次意外高空坠落，造成下半身失
去知觉，一直躺在那间屋内。

那次意外， 让生活本就不宽裕的和老
贵一家更是雪上加霜。“手术花的那 4万多
块钱，都是借来的。 ”和老贵叹了口气。

“有我活一天，就有你一天”

2006 年， 和老贵 25 岁的儿子躺在床
上，只能靠家人喂吃喂喝，大小便不知，小
伙子一度有了厌世情绪，他不想拖累家人。

看着儿子目光里溢满酸楚， 和老贵内
心也如火烧：“爹妈在，就有你口饭吃，这日

子咋也要过下去。 ”和老贵话不多，但他用行
动向家人表达着关爱。

此后，每天清晨，他都会 4 点多起床，做
早饭，给儿子换前一晚尿湿的被褥，并给儿子
擦洗身子、喂饭。 接着打扫家里的卫生、拆洗被
褥、做午饭、再给儿子喂饭，一早一晚还要侍弄
两分多的菜地，一直到 23时许才能歇口气。

“孩子他妈的身体也不太好，我当然得支
撑着。 ”和老贵觉得，这就是生活，每天很忙
碌，但不烦，因为那都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

乐观面对坚强支撑

面对这么多的坎儿， 和老贵并没有一脸
愁苦。相反，他为人乐观，再大的难事，到他这
里，也就那么回事儿。 他是社区里的热心人，
邻里有个婚丧嫁娶的事儿，他都会去帮忙。他
还是响当当的大师傅，做得一手好菜。

由于人缘好， 他还被居民选出当了社区
的小组长。“开门过日子，没啥烦不烦的，自己
努力好好过，我好了，儿子也跟着好。”和老贵
的话很朴实， 但句句都透着他对儿子和家人
深深的爱。

“爱心育婴师服务队”进社区之尚泉社区

妈妈们抱着孩子求指导

本报讯 8 月 28 日 8 时许，高女士和朋友匆
匆赶到桥西尚泉社区活动室。 晚报与西门里办事
处计生协组织的“爱心育婴师服务队”，此次与尚
泉社区联合为居民服务。“还有三个月，我就当姥
姥了，可得好好学学。 ”高女士说。

“科学育儿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当天， 共有 6名爱心育婴师来到现场义务服
务。主讲的育婴师滑会硕提到了扎蜡烛包、剃满月
头、母乳擦脸等在育儿时不可取的方式。“没想到
扎蜡烛包对孩子大脑发育不太好。”准姥姥高女士
直感慨，还有剃满月头容易刮伤宝宝，造成感染，
幸亏来听课了，这些老方式可要及时更改了。

本报资深报友现场认真记录勤学习

“我从 2002 年开始就自费订阅牛城晚报，你
们的很多活动，我都参加，办得很不错。 ”64 岁的
马阿姨在现场学习的空当告诉记者。这次，她得知
要教授小儿推拿，早早就赶到尚泉社区来听课。

马阿姨曾买书自学过小儿推拿， 她很喜欢这
个古老、传统的理疗方式。“以前自己学，很多细节
都不太清楚，这次，看着老师手把手教一些常用的
推拿手法，真是很实用。”马阿姨一边看，一边认真
用笔记录，不清楚的地方，还仔细询问，“这么好的
机会，可得好好把握。 ”

妈妈们抱着孩子求指导

听了育婴师的介绍，家长们仍觉不过瘾。一些
没带孩子的家长，赶紧联系家人将孩子带过来，现
场求教。 一时间，6个爱心育婴师个个都被家长们
围着询问。

“孩子总是不爱吃饭，你看瘦的。”一位姥姥带
着外孙女凑到跟前，满脸焦急。“补脾经、清板门、
逆运内八卦、清四横纹，每次照着两三分钟做。”听
着爱心育婴师细致的讲解， 孩子的姥姥认真记着
每个穴位的位置、名称、推拿手法，“别的不说，就
学这一种， 我都觉得很受用， 回去好好给孩子做
做。 ”爱心育婴师们听到家长们的感慨，更是欣慰
不已。
（本报记者 张婵娟 通讯员 马丽华 范明悦）

《她要带着妈妈上大学》追踪报道

刘云锐在石家庄租到合适房子

本报讯 在本报与河北青年报的共同关注
下， 很多爱心人士给威县带着妈妈上大学的坚强
女孩刘云锐提供帮助和支持。记者昨日获悉，经过
许多热心人帮助， 她已经在石家庄学院附近租到
一处合适的独院。

6 年前，父亲因脑瘤不幸去世，留下了上初二
的刘云锐和患精神疾病的母亲。 6年来，刘云锐付
出艰辛努力，边照顾母亲边读书，立志通过自己的
努力去改变命运。今年，刘云锐以 532分的成绩考
入了石家庄学院。为了方便照顾母亲，刘云锐带着
母亲上大学的故事，打动了许多好心人。

在本报和河北青年报的关注下， 石家庄学院
附近的中仰凌村村委与刘云锐取得了联系， 并于
8 月 26 日帮她在村里租到了一所价格便宜又合
适的独院房子。 房东左新刚得知云锐的家庭情况
后直接将租金减半，每个月 500元房租，一年仅收
5500 元， 房东左新刚的善举深深感动了刘云锐。
在众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刘云锐终于可以实现
带着妈妈上大学的梦想。

（本报记者 冀文龙 通讯员 赵国华）

重温 20 个爸爸的故事，一起来给“好爸爸”们投票吧
本报讯 快为感动你的“好爸爸” 投一票

吧！ 3 月底，家乐园集团再次携手牛城晚报，倡
导传承道德风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出“一
座城市一个家 系列美德发现活动”。其系列之
二的“寻找好爸爸”活动于 6 月下旬起航，经过
两个月的不间断寻找，本报共推出了 20个典型
人物报道。

这些爸爸中， 有的坚韧顽强， 有的擅长教
育，有的将父爱分享给了更多孩子……20 位典
型爸爸的故事， 虽不能涵盖我们身边所有的好
爸爸，但他们的故事可以为更多的人、更多的家
庭传递一种正能量， 这也是我们对更多好爸爸
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

今天， 随着第 20个爸爸的温暖故事出炉，
“寻找好爸爸” 的典型事迹报道暂告一段落，大
家投票评选“好爸爸”的互动环节同时启动。 投
票分为晚报的纸质投票和家乐园集团官网投票
两种方式，双重统计投票结果后，以最终得票数
评选出 10名爸爸进行颁奖。报纸选票可送至南
园路 2号牛城晚报编辑部热线部， 截止时间为
9 月 7 日 17：30，选票以报纸原件为准，复印件
无效。 家乐园集团官网（www.jlyol.com）网站投
票，截止时间 9 月 7 日 23：59，一个 IP 地址只
能投票一次。 （本报记者 张婵娟）

七旬老太取钱遗忘卡 出院后数日寻找拾金不昧人
本报讯 昨日， 刚回家两天的宋女士来到

报社表示：“我要感谢一个拾金不昧的小伙子。”
半个多月前，73 岁的宋女士因办理住院手

续需现金， 便到胜利路和八一大街交叉口附近
的银行取钱， 从吐钞口拿了现金她扭头就
走，忘了取出自动取款机上的银行卡。片刻，一
个小伙子便从自动取款机那里追了出来。“您忘
拿银行卡了。 ” 小伙子拦下宋女士递还了银行
卡。

“银行卡上的余额不下万元，小伙子一
分未动。 ”宋女士说，她当时留下了小伙子
的电话，但只问出对方在西边的钢厂打工，
姓名等信息都不知道。 住进医院后，宋
女士仍时时惦记着那个小伙子，可自己手
机又丢了没法联系。宋女士说，她曾让孩子
们去打听那个小伙子的信息， 却没能及时
找到。

近日，宋女士出院后，亲自跑到取钱银

行附近的小区保安那里打听是否见过那个小
伙子，但仍没能找到。 于是，她再次让孩子们
去桥西的钢厂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
方帮忙，在事情过去 20 余天后，宋女士终于
得知小伙子是某钢厂的职工刘艳冬，年仅 21
岁，在宋女士取款的银行附近租房居住。“这
样的好孩子，是社会的正能量，我必须好好感
谢他。 ”宋女士说。

（本报记者 郭红玉）

受委托， 我公司定
于 2014 年 9 月 9 日上
午 9：30 在我公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解放牌冀
E89097、冀 EU957 挂大
型运输汽车一辆， 拍卖
标的定于 2014 年 9 月
7 日———8 日在标的物
所在地公开展示。 有意
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及
竞买保证金于 2014 年
9 月 8 日 16：00 前到我
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
系电话：15512825550

河北天惠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
公告

声明
曹占锋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80020010001034， 声
明作废。

声明
王建波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10020012000920， 声
明作废。

寻找“好爸爸”评选选票
姓名 电话号码

1李建林 6曲立波 11郝志国 16张风帆

2王胜林 7解爱民 12刘秀林 17张进

3申永世 8张庆敏 13王民强 18曹春生

4李广会 9谷印广 14苑智广 19任希

5王一
（化名） 10陈文利 15常立涛 20和老贵

评
选
规
则

1、请在让你感动的好爸爸后面划"√"
2、每票最多选 10个，选 10个以上视为废票
3、选票以报纸原件为准，复印件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