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5日 星期五 编辑 马允安 版式 从华杰 校对 皇甫静雅 组版 王翠翠 新闻报料：3909990

AA0202

扫
码
看
视
频

8月2日上午，记者走进修武县
商务局主任科员夏团结的办公室，他
刚放下电话。这个电话是打给河南
省豫星碳材有限公司的，作为修武县
首批企业服务专员，他一心牵挂企业
发展，下午还要到公司走访座谈……
上午的时间他也排满了，不仅要去多
家加油站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还要对
3家超市疫情防控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

商务就是服务。对夏团结来说，
它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要渗透于
平常工作的细枝末节处。

十几年来，今年53岁的夏团结
在工作岗位上始终保持勤勤恳恳、履
职尽责的态度与作风，他积极投身抗
击疫情市场保供攻坚战，全力抓好企
业复工复产工作，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促销活动……可以说，哪里有需
要，夏团结就出现在哪里。

3月18日，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
袭扰修武。如何做好封控区群众生
活物资应急保障工作，成为当务之
急。“由我们局牵头的市场保供专班
迅速行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一小
时内实现平急转换……”夏团结回忆

当时的情况说，从手忙脚乱到有序高
效，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
体会到“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的力量。

通宵达旦地工作，加上饮食不规
律，让夏团结痛风发作，可即使这样，
他依然忍受疼痛，一瘸一拐地开展工
作。一会儿跑到供货点组织货源，一
会儿跑到分发点督导分发进度，一会
儿又到卡点接收爱心人士、企业捐赠
的物资……十几天的时间里，夏团结
按照“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
门”要求，根据每天摸排、统计群众生
活物资需求，做好统筹协调，合理组
织配送，确保生活物资储备充足、群
众满意，为封控区内10万名群众生
活保障贡献力量。

4月6日，修武县有序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来不及休息调整的夏团
结又投身到“稳大盘、促消费”“安全
生产月”等工作中来。帮助修武县
有关企业申报商贸流通领域白名单
企业，明确责任单位和包保干部；建
立保障商贸企业生产经营与物流畅
通机制，为好又多超市、五家台商贸
公司等9家商贸企业分配“货畅码”；

组织指导修武县竹林贸易有限公司
成功开展家电消费券促消费活动；
在全县商贸流通领域范围内集中开
展2022年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

作为修武县首批10名“企业服
务专员”之一，夏团结与河南省豫星
碳材有限公司结对服务以来，通过近
期实地考察，对企业规模、业务、运
营、销售等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还帮
助企业协调国网修武县供电公司，对
企业进行双路供电改造。“想企业所
想，急企业所急，解企业所难，企业服
务专员要有这样的意识和责任。为
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我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夏团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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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夏团结（右）在超市检查市场
保供情况。

图② 夏团结被聘为修武县企业服
务专员。

图③ 了解疫情防控工作。
图④ 深入企业检查安全生产情况。
图⑤ 在整理资料。
图⑥ 在加油站检查消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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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是暗夜明灯
为我这花朵
照亮前行的方向
母亲
是一袭春雨
为我这花朵
带来清新的滋润
母亲
是徐徐清风
为我这花朵
带走夏日的炎热

母亲
是悠然的落叶
为我这花朵
带来丰厚的滋养
母亲
是温暖阳光
为我这花朵
驱散寒凉
母亲的爱
无处不在
你
发现了吗

本报讯（记者丁垒）8月4
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焦作招
生组的武新军教授向记者报
喜，称他们学校今年在焦作市
招生数量和质量都创近几年新
高，特别感谢焦作日报社在招
生期间对学校的推介。

6月26日，焦作日报微信
公众号以《华中科技大学3位
焦作老乡来招生宣传！来，我
们一起聊聊！》为题，对华中科
技大学的招生工作作了推介，
希望我市更多优秀学子能到这
所国内名校深造。报道发出
后，得到我市考生和家长的积
极响应，阅读量很快突破2万，
评论数100多条，华中科技大
学招生宣传群也在第二天上午
被挤爆。

招生宣传期间，招生组的3
位老乡也分别到焦作市第一中
学、武陟县第一中学进行了现
场宣传。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华中
科技大学今年在焦作市区及各
县市已招生24人，学生分数也
普遍较高。

焦作日报社党委书记、社
长王爱军得知消息后也很高
兴，说：“本地考生有机会到优
质高校继续深造学习，高校也
招收了更多高质量学子，这是
我们最愿意看到的结果。作
为主流党媒从业者，我们也以
能通过传递优质信息帮助读
者而感到自豪。”

据了解，华中科技大学还
将向录取到该校学生较多的武
陟县第一中学、焦作市第一中
学、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等高
中发喜报，感谢各高中为大学
培养、输送高质量学生。

高大的槐树下，
淡淡的幽香中，
有我的童年梦。
明亮的台灯前，
昏黄的夕阳下，
有我的小天地。
我像一块石头，
很普通的石头，
可爱的小石头。
有一天我长大了，
生活是三角形，
稳定的三角形。
教室，宿舍，餐厅。
石头有了棱角，
石头变了样子。

我成为了少年！
认识文人墨客，
了解曾经历史，
关心新闻时事。
石头有了目标。
做个追梦少年，
不迷茫，
不困惑。
白云悠悠，
阳光烂漫。
逐梦未来，
满怀希冀，
我愿是那个
最努力的
追梦少年！

本报讯（记者张璐）近日，
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艺术部
戏曲专业学生郭松涛收到了
中国戏曲学院录取通知书。
为此，郭松涛专程从鹤壁赶到
母校，感谢老师的辛勤栽培。

据悉，郭松涛不仅顺利通
过了中国戏曲学院表演专业
校考，还取得了全国排名第十
一名的好成绩。文化优、专业
强，走进中国戏曲学院似乎水
到渠成。但是郭松涛一直以
来的默默付出，让班主任和辅
导老师们印象深刻。

郭松涛从小喜欢戏曲，每
当看到电视机里舞台上的演
员，他总忍不住扭着身段跟着
学。小学毕业那年，在周围人
的推荐下，他来到了焦作市职
业技术学校。

“其实来之前，很多人都
劝我，说什么学戏曲太难不是
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又要下
叉，还要下腰，甚至还有人嘲
笑我一个男子汉学个这干
啥？可他们越说这我越要坚
持下去。戏曲是我们国家的
国粹，作为年轻人要弘扬戏曲
艺术，传承经典国粹。”郭松涛
坚定地告诉记者。

据班主任回忆，郭松涛每
天天不亮，就起床练早功，平
日还要学文化课，常常见他累
得直不起腰。

其实，郭松涛并不是天生
的苗子，他从小柔韧度不好，就

下死劲练功，老师也竭尽全力
帮助他渡过难关。2018年年
初，郭松涛练功时用力过度导
致左腿拉伤，腿上起了个筋疙
瘩。老师告诉他，这个不好弄，
手术也不一定能过来，除非你
自己用劲练功把它练开，但会
比常人疼几十倍。于是，他更
加努力了，每当练功的时候，疼
得常常想把自己的嘴唇咬破。

2019年，郭松涛站在了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舞
台上，凭借精湛的表演，荣获
地方戏组全国三等奖。舞台
下，他哭了，他告诉老师，他还
能做得更好。

艺考，勇气和自信缺一不
可。高三那年，当他的专业课
老师提出让他挑战一下国戏
时，连他自己都不敢确定。

“我们都那么看好你，你
一定行！”看着老师信任的眼
神，郭松涛开始挑战中国戏曲
学院。

疫情下采取的是“云艺
考”，以往的校考是现场配乐，
考生使用话筒演唱，场地、设
备大家都是一致的，而这些今
年都要考生自己准备，伴奏、
音箱、收音设备……每一样郭
松涛都要细细考量。

拿到中国戏曲学院的通
知书那一刻，郭松涛觉得如做
梦一般。而他的成功逆袭，也
为中职生树立了榜样：只要努
力，中职生也能上名校。

“戏曲男孩”圆梦了
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郭松涛收到中国戏曲学院录取通知书

郭松涛。 本报记者 张 璐 摄

一次推介 三方共赢

华中科技大学招生组向焦作日报社致谢

母 亲
●王跃桦 市实验小学六（5）班

梦
●王冠森 张庄中学八（6）班

我的科技梦
●张哲骏 jd20220630 焦东路小学二（13）班

（指导老师：肖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