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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身‘奥运蓝’真好看。”
“当奥运会志愿者辛苦吗？都
需要干哪些工作？”……2月27
日是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
学院学生返校的时间，该校物
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大二学生
霍艳敏一到寝室，便被同学们
围起来询问冬奥会的所见所
闻。

原来，霍艳敏是河北张家
口人，2020年考入河南工业和
信息化职业学院，来到焦作上
学。

“学校非常重视我们学生
的素质教育工作，经常带我们
到敬老院、儿童福利院、街道社
区等参加志愿活动，也要求我
们在寒假、暑假参加社会实
践。”霍艳敏说。正是如此，
2021年8月，她在张家口市万
全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偶
然发现了该区正在招募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
家口赛区）城市志愿者。当时
已是招募活动最后一天，霍艳
敏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参加

了面试。
面试不仅有自我介绍，还

有中文情景题提问、英语问答、
冬奥赛事知识等内容。2个月
后，霍艳敏拿到了面试通过通
知书，成为万全区178名志愿
者中的一员。

“上岗之前，我们还进行了
为期两周的严格培训。从医疗
急救措施到冬奥会知识，从英
语常用对话到礼仪、手势语，我
们都进行了系统学习，收获很
大。我们学习也非常努力，就
是希望用最好的状态，迎接八
方来客。”霍艳敏说，以手势语
的规范动作为例，在给他人指
路时，一般习惯于用食指来指
引方向，这样是不礼貌的，应五
指并拢来引导方向。而这个动
作，也成为她做志愿者期间用
得最多的动作。

1月 30日，离春节只有2
天时间，此时对于很多大学生
来说，正是待在家中与父母团
聚的时候，而霍艳敏已站在了
冬奥会志愿者的岗位上。她所

在的岗位离一处核酸检测点位
非常近。由于来往群众比较
多，她不仅要给路人指路、解答
问题，还要疏导人群、维持秩
序、清洁环境。

“1月30日、31日，有些志
愿者还没有到达张家口，所以
到岗人数不多，有的要至少站
岗 8 个小时，我就是其中一
员。”霍艳敏笑着说，当时张家
口白天气温已经到-7℃左右，
夜间最低气温达-15℃。往往
一天站下来，她的脸被风刮得
生疼，手关节被冻得发紫，嗓子
也哑了。可是，一想到自己能
为这样一个国际赛事服务，她
内心就无比温暖。

最让她感动的是，1月 31
日（除夕），很多人向家的方向
赶路，但看到志愿者还在路口
站岗、服务，不禁为他们伸出
大拇指。“‘你们辛苦了’‘你们
是最棒的’‘小姑娘真漂亮，谢
谢你’……听着路人这样夸赞
自己，我无比自豪。”霍艳敏
说。

就这样，整个寒假，霍艳
敏放弃了与家人团聚、走亲访
友、出去游玩的机会，每天坚
守在志愿服务岗位上。“原本
我们志愿服务一直要持续到3
月15日冬残奥会闭幕，但由于
学校要求2月 28日前返校报
到，我这才递交了离岗申请。”
霍艳敏说，“虽然作为志愿者
我没能到赛事中心而是在外
围服务，但是能参与到冬奥会
中，我就非常开心。这个经历

也将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
霍艳敏说，从学校的“志愿

红”到冬奥会的“志愿蓝”，她深
深地体会到，作为新时代的青
年学子就应该像老师教育的那
样，必须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有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高尚
品质、艰苦精神、拼搏意识，真
正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2月 25日傍晚，太阳西
落，市道清小学校园内，学生
们背着书包三三两两结伴回
家，其中一对身影格外引人注
目：一名学生推着轮椅上的同
学缓慢前行，小心翼翼地避开
每一个路障。

这名学生叫李柄烨，今年
11岁，而坐在轮椅上的同学
叫郭佳润，今年10岁，他们都
是市道清小学五（4）班的学
生。

2019年，一次上体育课，
郭佳润突然崴了一下脚，老师
将他送到医院，被诊断为进行
性基因不良。由于父母在外
打工，接送郭佳润的任务就交
给了奶奶连桂花。

刚开始的时候，郭佳润只
是走路会经常摔跤，但随着病
情恶化，他的双腿彻底无法行
走，只能由奶奶背着上下学。
可是郭佳润体重40多公斤，今
年60多岁、身材瘦小的连桂花
背了一段时间，便坚持不住了。

“看见奶奶背郭佳润那么
辛苦，我就想帮助他们。”李柄
烨说。于是，他主动当起了郭
佳润的“脚”。

李柄烨比郭佳润个头要
高，胖乎乎的，十分可爱。从
那时起，他几乎没有了课间
时间。每天下课铃声响后，
李柄烨就会询问郭佳润是否
需要上厕所。如果得到肯定
回答，李柄烨就把郭佳润抱
起来，待他站稳后再将其驮
到背上，然后背到厕所。尽

管厕所离教室很近，但等李
柄烨背着郭佳润如厕回来，
上课铃声就响了。

为此，郭佳润心里很愧
疚，便在家少喝水，尽量在学
校不上厕所。李柄烨知晓
后，安慰郭佳润：“没关系，我
力气大，想上厕所，随时叫我
就行。”两人因此成了好朋
友。

郭佳润最喜欢上微机课，
但微机教室在四楼，因为行动
不便，这让他很沮丧。李柄烨
对他说：“以后每次上微机课，
我背你去！”

之后只要有微机课，李柄
烨就小心翼翼地背起郭佳润，
沿着台阶一个个上，生怕磕
着、碰到郭佳润。由于郭佳润
体重有些重，每上一层楼，李
柄烨都累得气喘吁吁，要歇好
大一会儿。

放学后，李柄烨让连桂花
拎着书包，他背着郭佳润回
家。“最怕下雨天，路滑，怕摔
到郭佳润。”李柄烨说。

下雨天放学时，李柄烨背
着郭佳润，郭佳润负责打伞，
并将伞头护着李柄烨，怕他淋
着。

由于长年背郭佳润，李柄
烨的脖子上被勒出一条浅浅
的红印。“只要能安全送郭佳
润回家，我就开心。”李柄烨笑
着说。

“如果不是李柄烨，我们
打算不送孩子上学了。”连桂
花说这话时，眼圈有点发红，

“大人都做不到，他做到了，我
掏心窝子感谢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班里其
他同学都被李柄烨助人为乐
的精神所感动。现在，大家争
着要去帮助郭佳润。有时候
李柄烨累了，其他同学会替他
背郭佳润。“看到李柄烨帮助
他人，我也要向他学习，他是
我的榜样。”该校五（4）班学
生上官文超说。

“李柄烨很善良，团结同
学，会关心人……”说到李柄
烨的优点，该班班主任崔利芳
如数家珍。

看到班里的学生轮流帮
忙照顾郭佳润，他的父母特别
感动，专门制作锦旗送到了学
校。

此外，学校为了方便郭佳
润上下学，特意把他所在的班
级安排在教学楼一楼，且是离
男厕所最近的一个教室。去
年9月，父母为郭佳润购买了
一辆轮椅，这也让李柄烨更加
方便帮扶郭佳润。

“每个人都有优点，李柄
烨最大的优点就是帮助别人，
他帮助郭佳润上下学三年的
爱心接力，在整个学校形成了
乐于助人的良好风气。”市道
清小学校长陈新洲说。

从三年级起，李柄烨开
始帮助郭佳润，这一帮就是
三年。“如果以后毕业上初
中，我和郭佳润还分到一块
儿，我会继续帮助他。”李柄
烨说。

市道清小学一学生连续3年背同学上下课——

我愿意做你的“双脚”
本报记者 宁江东

“我骄傲，我是冬奥会城市志愿者”
本报记者 杨 珂

李柄烨背着郭佳润爬楼梯上下课。
本报记者 蒋 鑫 摄

霍艳敏展示自己的冬奥会城市志愿者工作证。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2月21日，超级大乐透
第22018期，我省中出大乐
透一等奖2注，分落驻马店
和信阳。2月23日上午，驻
马店的幸运购彩者张先生
来到省体彩中心领取了大
奖。中奖彩票是前区3胆4
拖、后区1胆2拖的双区胆
拖票，投注金额24元。就
是这样一张24元的大乐透
彩票，张先生擒获了774万
元奖金。

乍一看，这可能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大乐透一等
奖得主之一，但接下来张
先生讲述的中奖经历却让
人惊叹不已：“我今年快50

岁了，关注体育彩票也快
20年了，买得最多的就是
大乐透，几乎每期不落。
刚开始没什么固定号码，
很少中奖，我也没太在
意。大概4年前的一个晚
上，我梦到了6个数字，直
到第二天早上醒来，这 6
个数字还记忆犹新。当时
我还纳闷，哪来6个不连续
又无规则的数字，后来拿出
之前买过的大乐透彩票一
看，这不是大乐透里面包含
的数字吗？我立刻记下来
并跑出家门，老婆问我干什
么去，我说我梦到彩票号码
了，得赶紧去买。听到老婆

在后面喊：‘你做梦吧！’来
到家附近的体彩销售网点，
准备投注大乐透时发现少
了一位数字，我就选一个自
己的幸运号加了进去。就
这样，这组号码我守了 4
年。每次投注时，老婆都会
说：‘我倒要看看你啥时候
能梦想成真！’”

并不是只能做梦，梦
也可以变为现实，需要的
就是坚持、相信、努力！超
级大乐透，人人都可以成
为“ 梦 想
家”！⑨

河 体

4年坚守，“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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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为税辛苦为税甜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本报讯（记者杜挺勇）“焦作高速交
警非常热心，真的感谢他们……”2月25
日下午，一名来自山东的货车司机发出了
这样的赞叹。当天，一起交通事故导致该
司机拉载的近百袋蒜薹散落在高速路上，
我市高速交警紧急救助，尽最大努力为其
挽回损失。

2月25日10时许，市公安交警支队
高速公路管理处接到群众报警，称晋新
高速公路晋城至焦作方向36公里处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接警后，该处焦晋大
队交警及路政人员先后赶到现场。交警
发现，一辆山东牌照的厢式货车和另一
辆货车发生碰撞。山东牌照的货车拉载
了一车蒜薹，由于事故导致车厢受损，近
百袋蒜薹掉落在高速路上，挡住了应急

车道和中间车道。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两车司机明

显受到了惊吓，一时不知所措。晋城至
焦作方向路段上货车较多，当时车流量
较大，情况十分危险。交警见此情景，迅
速设置警戒区，摆放反光锥筒，并通过警
车的喊话器不断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
行，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为帮山东货车司机最大程度地减
少损失，交警马上伸出援手，变身“搬
运工”，与路政人员等将散落在行车道
上的蒜薹装袋后，一袋袋搬运至应急
车道内。交警及时联系了转运车辆，
帮忙将所有蒜薹搬到转运车上。离开
时，山东货车司机对我市高速交警表
示感谢。

本报讯（记者杨珂）2月25日，记者
从山阳区人民法院召开的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暨2022年工作推进会上
获悉，该院去年共受理各类案件9502
件，审执结案件8760件。

据介绍，2021年，该院依托金融调
解纠纷委员会，就金融业务纠纷进行调
解，帮助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2200余万
元；依托执行联动破解查人找物难，成立
执行110团队，成功抓捕48人，司法拘

留4人，执行到位230余万元；与焦作市
车管所合作，建立机动车网络查控专线，
实现机动车查控全流程线上办理，查控
机动车676辆。

该院还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
审理被告人冯某平等9人恶势力犯罪案
件，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3人、3年以
下有期徒刑6人，查扣财产3488万元，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本报讯（记者杨珂）为扎实推进“六
防六促”、持续深化“三零”创建活动，让
法律护佑学生健康成长，近日，博爱县人
民法院组织法官来到博爱县月山中学，
为这里的师生开展“开学第一课”法治宣
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师生增强法治意
识，营造依法维权的法治氛围，为构建平
安校园、保障师生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
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法治课上，法官为学生讲授了什么
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的危害以及如何
预防和防范校园欺凌。法官通过现场播

放视频、讲授真实案例等方式，让学生真
切感受了校园欺凌的危害，意识到校园
欺凌不仅是常见的拳打脚踢、言语辱骂，
还有许多不易察觉的形式，如社交孤立、
起侮辱性外号、网络欺凌等；教育引导学
生在学校拒绝欺凌风气，学会用法律的
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用自己的力
量维护校园安全。

法官还重点分析了中学生主观存在
的几种不良心理因素，并采取以案说法、
法条解读的方式让大家认识到不良心理
带来的严重危害。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昨日，记者从
沁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由该局
和沁阳市文化馆编纂的《沁阳文化馆志
（1947~2020）》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并
正式颁发了收藏证书。

《沁阳文化馆志（1947~2020）》共
50 万字，图片 550 余张，历时 4 年完
成。该书采用述、记、志、介、图、表、录、

引等形式，通过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
料，全景式展示了沁阳文化馆70余年
来的发展轨迹和活动现状，既达到“存
史、教化、资治、交流”之目的，也为今后
文化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1年12月，该书通过中州古籍
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全省县（市、区）级
该领域的空白。

《沁阳文化馆志》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人物名片】

王刚，今年44岁，国家税务总局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第一税务
分局局长；连续10年被评为优秀公
务员，记三等功 6 次，荣获河南省
2015 年青年岗位能手、河南省税务
局 2020 年最佳办税服务明星、焦作
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焦作情缘】

王刚身高1.91米，出生于河北
邯郸，和焦作结缘竟是因为篮球。
因为父亲是一名篮球运动员，继承
了良好身高基因的王刚从小就边学
习边打篮球。15岁那年，他被当时
焦作市体训班的篮球教练申长庚发
现，便带他来焦作打篮球。

“其实，当年我的文化课还是很
不错的，成绩排在年级十几名。有
一次考试，总分500分，我考了486
分，凭着篮球特长，高中名校任我
挑，但我还是选择了来焦作。”王刚
说。

王刚曾代表焦作队打了一届省
运会，夺得了一枚省运会篮球银牌。
之后通过招录考试，他来到市国税局
（现为市税务局）上班。这里的优良
传统——导师制、传帮带，让他很快

“转型”成功。如今，他不仅是单位的
篮球主力，20多年来一直笑傲市直机
关运动会篮球赛场，还是一位在税务
系统里响当当的能手、高手。

【奋斗故事】

采得百花酿成蜜，为税辛苦为
税甜。王刚是一名把工作当兴趣、
把纳税人当亲人的
税务人。从事税收
工作以来，他始终
把纳税人的冷暖挂
在心间，通过纳税

人联系卡广泛征求意见，倾听纳税
人的心声。为了让纳税人在纳税过
程中一看就清楚、一问就明白、一听
就舒服、一办就满意，他积极践行

“首问责任制”等服务制度，推进减
税降费、个税改革、社保非税收入征
收职责划转、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等。

在同事眼里，王刚性格耿直、热
心，很少待在办公室里，常常出现在
办税服务大厅，纳税人再难的问题
都问不倒他。“他就是一位扎到办税
服务大厅里的人。”同事刘娟这样评
价王刚。

问不倒，是缘于王刚爱学习。
据刘娟介绍，税务方面的学习资料
王刚有厚厚一沓，边角都被他翻得
打卷了。

“在家里，我床头柜上放有十几
本书，每天必须看书。”王刚笑着说，
他最近正在看《税务公务员业务知
识一本通》。

【寄语城市】

业余时间，王刚会到市龙源湖
公园跑步。来焦作这么多年，他最
大的感受是焦作的天更蓝了、水更
绿了、绿色更浓了。

为了这座城市，王刚将继续为
焦作税务作贡献，让纳税人多走网
路、少走马路，打通税务服务最后1
公里。该分局作为我市智慧税务建
设试点单位，王刚积极协调专家团
队入驻办税服务大厅，让办税更智
慧、更便捷。

“作为一名税务人，让我们的工
作为出彩焦作尽一分税务力量，愿
焦作的明天更美好。”王刚说。

上图 王刚。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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