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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日报
“小青新一中心”精锐力量
携手陈家沟景区打造世界太极 IP
16 年前，女子外出打工“人间蒸发”，家人
苦寻未果，
“团圆”
行动助力——

16 年的团聚梦圆了
本报记者 杜挺勇

本报讯（记者贺君）7 月 7 日下午，
焦作日报社与陈家沟景区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在温县陈家沟举行，再次拉
开双方深度合作大幕。此举不仅对焦
作日报社是一次转型提升、融合发展的
良好机遇，对陈家沟景区也是一次细分
市场、融合共生的务实尝试。
签约仪式现场，双方共同为焦作日
报小记者研学旅行实践基地揭牌。
近年来，
陈家沟围绕焦作市打造
“世
界太极城·中原养生地”的目标定位，持
续叫响“太极拳发源地”文化品牌，推动
太极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
202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太极拳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
世人对陈家沟有了更多的关注。陈家沟
还依托太极拳这一国际 IP，结合素质教
育规划和教材课本要求，围绕研学开展
专项产品开发，将课桌从教室搬到中华
传统文化景区中来，不断提升研学活动
的趣味性、互动性、特色性，满足了不同
年龄段未成年人的教育需求，每年陈家
沟接待研学团队3万余人次。
焦作日报小记者（校园记者）活动，
面向全市小学、初中、高中及大中专院
校学生，旨在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

的写作能力、交际能力、创新能力、认识
和分析问题能力，丰富学生的业余生
活，促进全面发展；10 多年来，已累计
发展小记者 5 万余名，举办各类活动
5000 余次，
参与学生超过 10 万人次。
本次签约也是全市小记者的福
音。即日起，小记者持焦作日报小记者
证可全年无限次免门票游览太极拳发
源地、国家 AAAA 级景区陈家沟，开展
新闻采风、红色教育、研学旅行实践活
动。焦作日报社将秉承“权威、主流、亲
民、服务”宗旨，充分发挥党报融媒体优
势，整合优势资源，创新宣传方式，以
“小青新一中心”
（小记者、青年菁英记
者、新媒体、采编中心）精锐力量，全面
助力陈家沟景区打造国内一流、专业优
质的研学教育实践基地。
“陈家沟与焦作日报社强强联合，
势必在焦作以及省内研学市场产生良
好的效果和巨大影响。相信在我们的
共同开拓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小记者和
学生群体走进陈家沟，认识太极拳，弘
扬太极文化。”温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史玉龙在签约仪式上说。
上图 签约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贺 君 摄

郑州大学学生走进龙佰集团实战实训
本报讯 7 月 5 日，郑州大学化工
学院冶金系 49 名大三学生由实习导师
带队，入驻龙佰集团管理学院，进行为
期一周的实习培训。
实习期间，大学生们将深入生产一
线，进一步了解龙佰集团的生产工艺，
熟悉钛白产品从原料到成品的生产过
程，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增

老花镜
老花镜只需一副多焦镜

强对现代化工企业的体验和认知。为
了切实服务好这批大学生的实习和培
训，龙佰集团专门选派一批经验丰富的
专业技术人员，帮助这些大学生在各生
产岗位实习。大学生们通过理论联系
实践，把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
到生产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
平和实践能力。
（乔鑫）

免费申领！
看报看手机看电脑都很方便

眼科专家建议中老年朋友为了眼睛的
健康，一定要选择佩戴适合自己的老花镜。
防蓝光老花防护镜三大特点，安全
放心佩戴。
第一：选用的镜片，摔不碎，划不
破，压不烂。
第二：采用抗冲击性能复合材料，
镜架的韧度强，双菲镜片，更平、更轻
薄、更安全。
第三：防治眼睛疲劳，控制老花度数上升。

免费领 每天仅限 200 名
原装正品老花镜 不花一分钱
即日起至 7 月 15 日，只要符合条件的
中老年人，每天 8 时至 18 时，凡年满 60 岁
的老人，每天前 200 名打进热线可免费申
领一副防蓝光老花防护镜。特别提示：本
次免费提供的防蓝光老花防护镜，不需要
花一分钱，一个电话马上送到家。
广告

申领电话：400-919-8822

16 年前，温县一名叫张卫杰的女
子外出打工。身份证和财物丢失，吃尽
苦头，感觉对不起父母的她，竟然和家
人再没联系。
血浓于水，亲情无价。16 年来，失
踪的女儿一直是父母心头的牵挂。为
了找到女儿，他们去过新疆、广东、浙江
等地，
可依然未果。
16 年的等待，只是希望一家人能
再次团聚。这个梦，
终于圆了。
7 月 6 日上午，张卫杰的母亲高玉
兰和家人来到温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他
们将一面锦旗送到民警手中：
“ 你们帮
我们找到了女儿，
是我们的恩人！”
让时光回到 2005 年，当时只有 17
岁的张卫杰前往广东东莞打工。让家
人想不到的是，
她这一走竟音讯全无。
女儿怎么突然“人间蒸发”？此后，
高玉兰和家人开始了漫长寻找。
“最西到过新疆，最南到过广东，最
东去过浙江……”张卫杰的哥哥说，为
了寻找妹妹，他们花光了所有积蓄。只
要稍微存点钱，他们就会外出寻找，只
要听人说见过长得像妹妹的女子，就一
定会去查找落实。
多年来，老两口不知流了多少思念
的泪水。可一次次寻找，换来的却是一
次次失望。
多年前，高玉兰和家人已报警，温
县警方也专门跑到东莞寻找过。但由
于一些重要线索中断，民警只得知张卫
杰早就离开了东莞，具体去向不明。不
过，这么多年来，温县警方没有放下此
案，
而是不断排查，
等待突破口。
今年年初，公安部部署开展“团圆”
行动后，温县公安局成立了“团圆”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抽调刑侦精干力量，以

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
为主，全面开展各项工作。因为以前采
集的信息已滞后，民警再次找到张卫杰
的父母，重新采集血样信息、梳理档案
等展开排查。
6 月中旬，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传
来。在排查中，民警发现重庆一名女子
的信息与张卫杰非常接近。温县警方
马上和重庆警方结合，再次进行血样比
对等，最终确认这名女子就是失踪了
16 年的张卫杰。
之后，温县警方联系上了张卫杰。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与家人彻底失
联？
原来，2005 年，为了给家里减轻负
担，张卫杰踏上了打工之路——先去的
东莞，后到了重庆。但到重庆没多久，
她的身份证和财物就丢失了。之后，她
只能靠打零工生活。最难的时候，她想
和家人联系，但怕父母担心。性格要强
的她，
选择了独自面对一切。
多年来，张卫杰在重庆的生活很不
易，也多次有过回家看看的念头，但因
种种原因一拖再拖。就这样，一家人分
别了 16 年。经过民警的劝导，张卫杰
表示想和家人团聚。随后，民警将情况
反馈给了高玉兰一家，他们激动得热泪
盈眶。
7 月 4 日，在温县、重庆两地民警的
帮助下，张卫杰和父亲、哥哥等在重庆
相见。
之后，张卫杰返回了温县。
“姑娘是
妈妈的小棉袄，
不许再离开妈妈了……”
“妈，再也不分开了……”7 月 5 日，温县
家中，张卫杰和母亲相拥而泣。看到这
一幕，现场民警无不动容，感觉再多的
努力和辛苦都是值得的。

孟州法院开启“绿色通道”
15 名工人拿到被拖欠两年的工资
本报讯（记者杨珂）
“你们帮了我们
的大忙，替我们讨回了血汗钱，真是太
谢谢你们了！”近日，在孟州市人民法
院，拿到被拖欠两年之久的工资后，吕
某激动地说。
原来，吕某等 15 名工人自 2017 年
起，一直在孟州市某饮用水有限公司上
班，
刘某是该厂的实际经营者。
2017 年，吕某等人与该公司签订
承包协议，约定吕某等人经营两年，自
2017 年 11 月 24 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23 日止。吕某等人经营期间，利润与
公司五五分成，
半年结算。
但双方合作结束后，该公司尚欠应
付款和工人工资 30209 元，吕某等 15
名工人找到刘某，双方经结算，刘某出
具借条一份，
承认欠付工资的事实。
吕某等人在多次催要无果后，向孟

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理阶段，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了支付日期。
到期后，
刘某却没有履行法律义务。
孟州市人民法院受理该执行案件
后，
开启
“绿色通道”
加快办理，
立即向该
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
对
其财产情况进行多方查询。经查询，法
院并未发现该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
在执行阶段，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
控，也没有发现刘某名下有可供执行的
财产。为督促刘某履行法律义务，执行
法官多次前往该公司，并告知刘某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的严重后果。
迫于执行压力，7 月 1 日，刘某主动
履行了拖欠吕某等 15 名工人的工资。
收到案款后，执行法官不敢怠慢，当即
通知吕某等 15 名工人前来领款。于
是，
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