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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山路与辽河路交叉口，商家在路边屠
宰牲畜。

泰山路沙河桥北头西辅道，绿植过高影响
视线。

光明中路，商户侵占公共停车位。燕山路与牡丹江路交叉口向北约 30 米路
东，人行道东侧垃圾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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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晨阳
在湘江路上有一家汽车轮胎

商店，老板李胜勇平日里热心
助人。10月8日，记者来到他的
店内，一面墙上“星火公益”四
字格外显眼，一面墙上满是证
书。李胜勇告诉记者，这些是漯
河星火志愿团和自己近年来获得
的部分荣誉证书。虽然荣誉已经
拿到“手软”，但这并不能完全
道出这个团队和李胜勇对公益事
业所做出的贡献。

结缘公益事业

在记者的询问下，李胜勇回
忆起了刚开始做公益的情形。
2010年，李胜勇的同学女儿患
病，李胜勇积极帮忙，但困难一
直没得到解决。后来，在河南星
火志愿团的帮助下，李胜勇的同
学为女儿筹到了救命钱。这件事
对李胜勇触动很大，他通过此事
结缘公益事业，加入了河南星火
志愿团，跟随团队参加公益活
动。

“第一次活动是去荥阳市看
望抗战老兵，聆听老兵们的故
事，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现在回
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意义。”李
胜勇说，他从小就有军人梦，向
往成为军人保家卫国。随后，他
多次跟随团队参加慰问老兵的公
益活动。

就这样，做志愿服务、搞公
益活动成了李胜勇生活的主旋
律。他跟随河南星火志愿团参加
了多次公益活动，还把身边的亲
戚朋友发展成为志愿者，一起做
公益。“团队有公益活动，只要
我有时间，就一定会参加。”李
胜勇告诉记者。在做公益中，他
体会到了公益的力量。

开展公益活动

为了让公益事业更好地惠及
他人，2014年8月29日，在李
胜勇的努力下，漯河星火志愿团
成立。“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
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做了一
点点。”李胜勇带领漯河星火志
愿团，这几年做的公益活动不仅
是一点点。

2017年，郾城区龙城镇张
堂小学教师朱绍华17岁的儿子
患上白血病。李胜勇通过申请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919大病工程
项目漯河区域的项目，筹措大病
救助资金近65万元，让朱绍华
能安心为儿子治病。退役军人刘
登科出了车祸，李胜勇跑前跑后
帮忙筹集医药费，帮助刘登科一
家渡过难关。

漯河星火志愿团开展了“关
爱老兵及烈士家属”活动，足迹
遍布各个县区，寻访抗战老兵百
余名，累计慰问抗战老兵、抗美

援朝老兵200多次，送去慰问金
十余万元。每年8月15日，他们
会到“烈士之乡”临颍县王孟镇
一级战斗英雄李海欣烈士的家里
帮忙干农活，给家属送去慰问
品。

看到环卫工人为城市美丽的
辛劳付出，李胜勇组织志愿者给
他们送去关爱，冬天发棉手套，
夏天送解暑药，冬至的饺子和腊
八的粥更是每年都不曾缺席。疫
情期间，他还协调到一批口罩发
放给环卫工人，让他们工作时加
强防护。

听到医护人员奋战抗疫一线
的事迹，李胜勇联系北京二十一
世纪基金会，协调到大米、奶粉
等物资，通过市卫健委转赠给驰
援湖北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了
解到临颍县窝城镇农产品受疫情
影响滞销，他就组织志愿者购买
滞销胡萝卜8000余斤，捐赠给
福利院和抗疫一线工作人员。

面对今年我省遇到的特大洪
水，漯河星火志愿团水上救援队
深入新乡卫辉市，转移运送受困
群众80余名，为受困群众送去
生活用品200余件。得知灾区群
众急需生活物品和抗洪一线工作
人员急需救援物资，漯河星火志
愿团第一时间发动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捐赠矿泉水、方便面、被褥
等各类救灾物资8车，送到安阳
市殷都区和新乡市牧野区、卫辉

市，解决了受困群众的燃眉之
急，展现了漯河人民与灾区人民
是一家的人间大爱。

……
八年来，漯河星火志愿团组

织开展公益活动 300 多场次，
10000多人次参与活动，累计救
助资金近100万元，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

挺身而出救人

李胜勇不但热衷于公益事
业，关键时刻还挺身而出救人。
他勇闯火海，挽救群众生命、保
护群众财产；看到溺水、轻生市
民，奋不顾身下河施救。

2018年夏天，湘江路一家
汽修店烤漆房突起大火。关键时
刻，李胜勇两次冲入火场，临危
不乱组织扑救，保护了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2015年11月，李胜勇在人
民路澧河桥附近救起一位溺水小
伙儿。2021年2月27日，在太
行山路沙河桥附近，李胜勇和朋

友看到一名年轻女子跳入了河中
后，紧跟着跳入冰冷的水中将轻
生女孩救起。

通过自己的义举，李胜勇感
召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
伍。漯河星火志愿团志愿者从最
初的十多人，发展到现在的236
人。他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就
像散播在城市里的“星星之
火”，传递社会文明之风，吹生
公益“燎原之势”，温暖着身边
每一个人。这也是李胜勇做公益
的初衷。

李胜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最
美志愿者精神，先后被评为
2017 年度漯河市“最美志愿
者”、2018年度“感动漯河”十
大人物、2018年12月份“十佳
市民”、 2018 年度“漯河好
人”、漯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模范市民”、第七届漯河市道德
模范。漯河星火志愿团及其“关
爱老兵及烈士家属”项目分别获
得2020年漯河市“优秀志愿服
务社会组织”和2020年漯河市

“优秀服务项目”殊荣。

李胜勇：公益路上前行者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10月13日，在市体育中心，
来自各县区、市直各单位和
各健身辅导站点的60余支代
表队500余人参加了市第二
十一届老年人运动会穿针引
线、飞镖、门球、气排球、
健身秧歌、象棋、健身气功7
个项目的比赛。

记者从市老年体协了解
到，市第二十一届老年人运
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20日上

午举行，目前各项比赛正在
紧锣密鼓进行，运动会将持
续到10月底结束。

老年人运动会每两年举
办一届，市第二十一届老年
人运动会设置了十个比赛项
目，吸引全市两千多位喜爱
运动的老人参加。本届老年
人运动会开幕式上的十多个
节目都由我市老年人健身团
体自发编排，整场开幕式将
有近千位老人参加。

市第二十一届老年人运动会
10月20日开幕

10月13日，市公安局郾城分局裴城派出所民警带着慰问
品，来到辖区高龄老人、留守老人家中，与老人一起干农
活、话家常，为老人送去祝福和问候。 本报记者 陶小敏 摄

左图：10 月 13 日，天桥街道
铁新村社区举办“爱满重阳 情暖
金秋”重阳节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杨 旭 摄

近日，双汇国际花园社区在银河湾门球广场举办重阳节老
年门球友谊比赛，近60名老年人齐聚一堂较高下。

本报记者 杨 旭 摄

10月13日，由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联合主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市老干部大学）承办
的“奋勇争先看出彩 爱老助老庆重阳”文艺演出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上图：10 月 13 日，市第二十
一届老年人运动会健身秧歌比赛在
市体育中心举行。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10月
13日上午，88岁的抗美援朝老兵
马克生老人一身戎装，胸前戴着
多枚熠熠生辉的纪念章，来到我
市一家健身训练基地参加“听抗
美援朝老兵故事 一起重温革命岁
月”爱国主义活动，对80多名平
均年龄23岁的学员进行红色革命
历史教育。

马克生老人已有 68 年的党
龄。他1951年4月加入中国人民
志愿军，成为一名卫生兵，跟随
部队入朝作战，荣立三等功一
次。提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精
神抖擞。讲到身边战友被炮弹击
中不幸牺牲时，老人眼含热泪，
几度哽咽；讲到救治一名受伤的
朝鲜大娘时，老人脸上又露出欣
慰的笑容。随后，马克生老人讲
述了自己参加工作后积极学习成

为业务骨干的故事，最后分享了
在陪伴教育孩子成长方面的心得
体会。

“许多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了今天安定幸福的生活。我这么
大年龄还在坚持学习，发挥余
热，教育更多的人热爱党、热爱
国家，爱岗敬业。你们更要珍惜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养成好习
惯、好品行，早日成为建设祖国
的栋梁之材，为国家和社会做贡
献。”马克生老人说。

马克生老人的英勇事迹打动
了听报告的所有人，现场不时响
起热烈的掌声。23岁的佟丽感慨
地说：“老一辈革命英雄用血肉之
躯保家卫国，才有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我一定向革命英雄学
习，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把我们
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为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72周年，10月13日，郾城小学隆重举
行以“红领巾 心向党”为主题的建队日教育活动，家长亲手为孩子戴
上红领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本报记者 孙 震
通 讯 员 丁鸿凯

10月13日，记者从召陵区消
防救援大队获悉，一男子将电动
车的电瓶卸下拿回家充电，没想
到电瓶充电过程中起火。该男子
因此被罚款300元。

10月5日傍晚，召陵区幸福
佳苑小区一楼住户赵某正在家中
吃饭，听到外面呼喊声后打开房
门，发现自家杂物间有烟气冒
出。“当时已有人拨打了 119。”

赵某说，物业公司拿来灭火器灭
火，随后消防救援队赶到现场将
火彻底扑灭。由于扑救及时，未
造成严重后果，杂物间的被子、
床、沙发、旧空调和几个破旧电
瓶等物品被烧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六十四条第二项规定，赵
某因过失引起火灾，被罚款300
元。“我太大意了，以后一定注
意，坚决不在室内给电动车电瓶
充电了。”赵某表示。

■本报记者 李宜书
10月12日下午，一名男子在

操作绞肉机时不慎将左手卷入绞
肉机中。

14时40分，市二院急诊科接
到求救电话后立即出车，5分钟后
到达现场。医护人员经过检查，
发现患者左手卡在绞肉机里。医
护人员迅速建立静脉通路补液，
用止血带结扎左上肢止血。

随后，消防救援队员赶到，
经过商议迅速制订破拆方案。破
拆过程中，医护人员密切观察患
者病情，缓解其紧张情绪，同时

联系医院显微手足外科，做好接
诊准备。

经过90分钟的紧张破拆，消
防人员成功将绞肉机拆开，把患
者的左手解救出来。紧急处理
后，16时24分，救护车顺利返回
医院。

“到急诊科时，该男子生命体
征平稳，没有出现大出血现象，
但手指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市二
院显微手足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战
磊介绍说。经过5个多小时的手
术，患者3根断指顺利修复。目
前患者病情稳定，仍在术后观察。

抗美援朝老兵分享红色故事

电瓶拿回家充电引发火灾
男子被罚300元

男子左手不慎卷入绞肉机
医生消防齐救援

10月13日，我市天气放晴，沙澧河风景区银滩乐园的音乐喷泉经
过清理重新开放，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游玩。 本报记者 张 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