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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文生

2月8日 （大年初四），记者的几个
表弟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街道李
屯村来记者家走亲戚。在吃饭时，记者
与几个表弟聊起了天。

“晓超、晓沛，你们去年收入咋
样？”晓超是记者三舅的小儿子，晓沛是
记者二舅的小儿子。

“我和晓沛在示范区一家企业打工，
每个月收入3000多元。”晓超回答。

“那一年也收入 3 万多元，不错。”
记者说。

“光靠我可不中，家里有两个孩子
呢。我爱人在鸿运国际商城打工，每

个月也有 2000 多元收入。”晓超笑着
说。

记者知道大舅家的小儿子不等是搞
运输的，便问：“不等，去年我市‘四城
联创’工作抓得紧，你搞运输是不是受
点影响？”

“要说没受一点影响是假话，但开展
‘四城联创’工作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
能理解。去年，我是长途、短途都跑，
有钱赚就干，也挣了七八万元。”不等对

“四城联创”工作还挺有认识。
“红玉、晓海、晓星，你们都是当哥

的，去年咋样？”记者问罢小的问大的。
红玉在市钢材市场开了家门市部，

专门搞焊接工作。“我去年生意也受点影
响，就赚了10多万元。”红玉说。

晓星在记者的表弟里面最能干，年
纪轻轻就做生意，现在在丰收路开了一
家理发店，家里还购买了铲车和钩机。

“星哥，你去年收入至少有 10 多万
元吧？”晓海问道。

“有。不干咋行？你侄儿也不小了，
该找媳妇了，没钱找个媳妇可难。今年
过年，大年三十晚上你嫂子还在理发店
里忙呢！”晓星说。

“星哥是个有梦想的人，干什么都能
干成。”晓海笑道。

“你没梦想？人没梦想就完了。小康
梦不是盼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晓星回
应道。

“是，我也得树立远大理想了。去年
我养羊净赚了 5 万元，与我大哥晓同

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人家养了2000多
只羊，去年收入恐怕有七八十万元。”晓
海见晓星这么说，也表达了自己向大哥
晓同看齐的愿望。

晓同养羊不少，每天忙得像个陀
螺，来记者家连饭都没吃，拜个年就赶
快走了。

与表弟们一番交谈，记者明白了，
他们虽然身份是农民，但主要从事的已
经不是农业生产。记者给表弟们一一倒
上酒说：“不管是当工人、当农民，还是
从事服务业，人生都要有梦，都要追
梦。来，为了今年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
梦想，干杯！”

“2019，加油！”表弟们在欢声笑语
中开始了新的畅想。

人生有梦才精彩

本报记者 张 蕊 王 颖
实习生 李子晗

春节前夕，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推
送的一条信息，让市公安局马村派出所
案件侦办大队一中队刑警韩鹏辉和他的
妻子“火”了。

原来，1月31日，韩鹏辉和妻子的
微信对话截图被晒出来，引出了一个让
人泪奔的故事。

1月31日0时21分，已经连续工作
两天两夜的韩鹏辉，与战友成功抓获 2
名犯罪嫌疑人。他在返回单位的路上给
等他回家的妻子发了一条信息：“刚刚抓
了俩人。”

看到这条信息，韩鹏辉的妻子连回
了3个流汗的表情，因为她知道，丈夫
的这句话意味着自己又空等了一个晚
上。1月30日傍晚，韩鹏辉打电话给妻
子说晚上回家吃饭。于是，韩鹏辉的妻
子精心准备饭菜，期待能和丈夫一起吃顿
晚饭。等啊等，直到半夜她收到这条信
息，才确认丈夫当天回家的计划泡汤了。

“你怎么这样啊！”说这话时，妻子
有些无奈。

“太对不起你了，几天没回家。”丈
夫很内疚。

“没啥对不起的，你好好的就行，爱
你，心疼你。”妻子回复。

“为工作，希望你理解，亲爱的。”
丈夫说。

红蓝闪烁的警灯刺破夜的漆黑，警
车很快到达了目的地。和妻子简短几句
对话后，韩鹏辉匆匆收起手机，一个箭
步跳下车，继续投入新的工作。而家中
的妻子，当夜只能孤单入眠。

1 月 31 日 3 时，紧张的审讯暂告一
段落，韩鹏辉趁着短暂休息上厕所的间
隙，拿起手机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

“年前加班中，感谢亲爱的理解。”同
时，将自己和妻子的微信对话截图晒了
出来。

韩鹏辉和妻子2018年10月结婚。婚
后不久他就开始忙，几天不回家是常
事。谈起发微信对话截图的初衷，韩鹏
辉有些不好意思：“我几天没回家了，一
直没时间陪媳妇去医院做孕检，心里觉

得很愧疚，发个朋友圈是想秀恩爱，让
她开心开心。”

1月31日清早，马村派出所案件侦
办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孔卫昆看到韩鹏辉
发的朋友圈，被小夫妻的这段对话感
动，把微信对话截图发到单位的微信群
内。一时间，大家纷纷点赞，称这段秀
恩爱的对话饱含正能量。

2月2日，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头条
以《就要过年了！焦作一刑警和她的微
信对话截图被曝光，刷屏了……》为题报
道此事。消息一发布，阅读量迅速飙升，
点赞“好看”的网友近百人。网友@一粒
尘缘说：民警的辛苦，是为了守护我们的
安宁；民警的别离，是为了守护我们的欢
聚。向辛苦而又光荣的人民警察致敬！

一张微信对话截图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董柏生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也是万家团圆、畅叙亲情的
美好时刻。可是，2月8日 （大
年初四）记者在武陟县养老中心
采访时发现，入住这里的140余
名老人、残疾人并没有回家，而
是在养老中心过大年。

今年 91 岁的黄国甫老人精
神矍铄，耳聪目明，和老伴住一
间房。黄国甫说，在养老中心
吃、住、玩、看病都很方便，比
家里暖和、舒适，孩子们春节来
这里相聚，这个年过得很开心。

武陟县小董乡南官庄村的张
黎老人今年 85 岁，2015 年 10 月
就入住养老中心。记者2月8日
在养老中心见到她时，她正和来
陪她过年的儿子打乒乓球。问及
住在这里的感受，老人爽朗一
笑，说：“这里住的有我小学同
学、初中同学，大家每天在一起
非常开心。在这里，吃、住、学
习、娱乐、就医‘一条龙’服

务，很贴心！”
武陟县养老中心于 2015 年

10 月建成投运，是一家集护
养、医养、托养、学养、乐养于
一体的综合性民办公助养老服务
机构，有床位400张，目前已接
纳来自焦作、新乡、郑州、洛阳
等地的250余名老人，其中有失
能、半失能老人130余名。为让
入住老人享受个性化照料服务，
该中心设立了自理区、半失能人
员慢性病康复养护区、失能人员
全程护理区、医疗服务区，引进
了智能养老设备，建立了健康数
据库。该中心还根据老人的生活
自理能力、心理与情绪状况、家
庭生活状态、社会交往情况等，
将入住老人划分为6个级别，分
类制定食谱，确保老人享受高质
量养老服务。

武陟县积极探索医养融合养
老模式，2016 年以该养老中心
为依托成立武陟新区医院，为入
住老人及周边群众提供医疗服
务，实现了“养中有医、医中有
养”。

养老中心过大年

本报记者 杨 帆

2 月 5 日，大年初一 10 时
许，沁阳市神农山骑行俱乐部的
近 20 名骑友骑着自行车来到沁
阳市烈士陵园，在宋学义烈士墓
前摆上供品，向革命烈士纪念碑
敬献花圈，祭奠长眠于此的革命
先烈。

沁阳市神农山骑行俱乐部成
立于2003年，目前共有成员360
多人。近年来，该俱乐部每年都
要组织成员到沁阳市烈士陵园开
展清明节扫墓和大年初一祭先烈
活动。今年 70 岁的张留根 2011
年加入该俱乐部，今年是连续第
八次参加大年初一祭先烈活动。
他说：“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先烈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每年来这里祭奠先烈，就是要
铭记他们的功绩，珍惜今天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

今年第一次参加大年初一祭
先烈活动的谢华是一名转业军
人。他感慨地说：“我们今天的
美好生活，是先烈们抛头颅、洒
热血换来的，我们要永远怀念他
们，继承他们的遗志，把我们的
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今年 64 岁的司红军是沁阳
市神农山骑行俱乐部的负责人，
也是大年初一祭先烈活动的倡导
者和组织者。他说：“在春节阖
家团圆的幸福时刻，我们更加怀
念革命先烈。从 2012 年春节开
始，我们每年大年初一都开展祭
奠先烈活动，已经坚持了 8 年。
我们要把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一直
开展下去。”

大年初一祭先烈

本报记者 原文钊

2月5日至7日（大年初一至大年初三），马
村区马村街道白庄村举办第九届农民运动会，来
自该村14个村民小组和马村区实验学校、马村
区实验幼儿园、新村物业公司的600余名运动员
参加了运动会。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的归属感
和集体荣誉感也越来越强。每逢村里举行集体活
动，村民们都踊跃参加，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展现
白庄人的风采”该村党总支书记卢国强说。

近年来，白庄村党总支、村委会团结带领全
村干部群众抢抓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

同步推进商贸业、特色种植业、粮食加工业、服
装制造业上档升级，走上了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群众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白庄村第九届农民运动会上，各代表队运
动员在拔河、包饺子、中国象棋、抬花轿、抡大
绳、挑粮食接力等多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记
者在包饺子比赛现场了解到，该项目参赛选手年
龄均在50岁以上，最年长的是84岁的冯国珍老
人。包饺子比赛结束后，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还
专门准备锅灶，将包好的饺子下锅煮，举办饺子
宴让村民分享。

该村村民纷纷表示，非常支持村里举办农民
运动会，因为不仅可以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而
且可以引导村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

农民运动会好热闹

本报记者 付凯明

“李奶奶，过年了，俺来给您拜个年。”
“孩子，这大过年的又麻烦你过来跑一趟，

俺吃得好穿得暖，你就别操心了。”
大年初一吃罢早饭，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

昌街道文昌敬老院院长董纪江跟往年一样，早早
来到敬老院给这里的老人们拜年。从2004年建
院到现在，他已经坚持了15年。

称董纪江为孩子的李奶奶名叫李武珍，今年
已经 97 岁高龄，是该敬老院里年龄最大的一
位。跟李武珍一起住在该敬老院的总共有57位
老人，他们都是文昌街道的五保户。

记者在该敬老院娱乐室里看到，几位老人一

边悠闲地喝茶、聊天，一边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曲
艺节目。“俺在敬老院已经生活了十几年，院长
和工作人员就是俺的亲人，感谢党和政府。”一
位老人激动地对记者说。

董纪江说，老人们在这里吃住不愁，生病有
人治，衣物有人洗，每周能洗一次澡。该敬老院
专门为老人们制定了营养食谱，确保饭菜每天不
重样。敬老院医疗室配有专职医生，备有数十种
常用药，老人们小病不出敬老院，大病到市里医
院诊治，费用全部由敬老院承担。

时近中午，老人们陆续到敬老院餐厅就餐。
记者看到，餐厅内宽敞整洁，餐桌上摆满了丰盛
的菜肴和热气腾腾的饺子。老人们围坐在一起，
品尝着菜肴，吃着香喷喷的饺子，笑声在餐厅内
回荡……

敬老院里好温暖

2 月 8 日 （大年
初四），游客在焦作
影视城 2019“年之
味”新春文化庙会上
拍照留念。春节期
间，我市多地举办新
春庙会活动，吸引了
众多市民和游客参
加。

本报记者 赵林
峰 摄

逛庙会
品年味

2月8日（大年初四），温
县陈家沟景区举办赏花灯活
动，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图① 陈家沟景区鸟瞰。
图② 造型独特、精致大

气的花灯吸引了众多游人。
图③ 夜幕降临，彩灯长

廊五彩斑斓，宛如仙境。
本报记者 赵林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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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孟州市化工镇西孟岗村菜农张战利在采摘黄瓜，供
应春节市场。该村绿丰果蔬专业合作社目前有蔬菜大棚50座，每
座蔬菜大棚年可创收六七万元。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陈家沟
花灯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