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示精彩 分享感动

焦作市第二届最美体彩人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2月6日下午，焦作市第二届最美体彩人

颁奖典礼隆重举行，来自全市社会各界的观
众聚集在焦作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分
享来自体彩人的感动。

本次活动由河南体彩中心焦作分中心、
焦作市体育局主办，焦作广播电视台承办。

2022年，该分中心克服疫情干扰，紧紧
围绕“防风险、抓合规、稳渠道、强品牌、严管
理、提质量”的工作思路，上下齐心，共同努
力，全年销售体育彩票7.89亿元，创下了历史
新高，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为国
家筹集了大量的体彩公益金。

荣获“焦作市第二届最美体彩人”荣誉称
号的是：崔莎莎、古占军、宋晓明、张卫红、裴
国兴、韩彬、胡卫宁、杨松松、赵静、付海霞、董
德洋、张文霞、王永刚、冯明尚、宫会、陈会军、

路振国、王国栋、马苗、王晓磊、李振超、侯学
磊。

获得“焦作市第二届最美体彩人”入围奖
的是：王小勇、都伟、赵溪、张魁、郭磊、杨玉
萍、高甜恩。

2022年，该分中心以党建为引领，坚持
“以人为本”，创建“团结、和谐、创新”的团队
精神，持续加大责任彩票理念的宣传力度，
让广大市民进一步了解责任彩票理念，将

“每注善举温暖
如光”的体育彩
票光芒照进了怀
川儿女的美好生
活。⑨

赵改玲 林
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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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
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通过母亲
给孩子做衣服，表达了伟大的母爱。
在我市，有这样一位“70后”妈妈，女
儿出生以来，她坚持给女儿做衣服。
目前，女儿已经8岁，她已经给女儿
制作了400多套衣服。

这位妈妈叫许素华。2月8日下
午，记者来到许素华家，打开衣柜惊
呆了，看到一柜子她给女儿制作的衣
服：白色的公主裙、红色的汉服、黑色
的洛丽塔服……花花绿绿的裙子，可
以说，女孩子喜欢的样式，许素华都
给女儿做了出来。除了衣服外，家里
还有很多布头、配饰以及一台缝纫
机，等着她继续施展自己的才华。

许素华说：“每个妈妈都想把自
己的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也一
样，女儿出生后，我就开始学习针线
活，学习做衣服。那时，手可没少被
针头扎流血。”

刚开始，许素华给女儿制作的衣
服款式比较简单。渐渐地，手熟练
了，她便开始琢磨制作复杂的衣服，
比如汉服等。女儿业余学习国学、书
法、朗诵等，许素华就给女儿制作了
很多传统服饰。

2月7日，女儿扎着“丸子头”，穿
着一身红色汉服去上学，喜气洋洋
的，让孩子开学第一天更有仪式感。

许素华制作一件衣服，一般需要
一天时间，表演服需要的时间较长一
些。有一年，女儿被市总工会选去唱
红歌，第二天就要去，为了让女儿在舞
台上更自信，许素华连夜给女儿赶制
了一袭红色小裙子。“上面的小珠珠是
我一针针缝上去的，缝了一个通宵，终
于大功告成。”许素华笑着说，这件红
色演出服成为女儿的心头爱。

8年来，许素华给女儿制作了
400多套衣服，周围朋友都很喜欢，

她也将部分衣服送给亲朋好友以及
小区的保洁人员。

400 多套衣服，是不是太奢侈
了？据许素华介绍，给女儿制作衣服
的布料大多是布头，成本不过10元、
20元。明白了，最贵的应该是妈妈
的手工和爱。

为了搭配这些衣服，许素华还给
女儿准备了和衣服相搭的蝴蝶结、传
统汉服配饰等，让女儿美下去。目前，
她正在给女儿制作文艺演出穿的晚礼
服。“虽然做衣服挺辛苦的，但女儿喜
欢，我就很开心。”许素华说，女儿最喜
欢她制作的衣服永远是下一件。

400多套衣服，妈妈的爱都“缝”
在了这些衣服里。

图① 许素华制作的服饰，女儿
每一件都爱不释手。

图② 许素华家里的衣柜中存
放着许多平时辛苦淘到的布料。

图③ 许素华展示为女儿制作
的汉服。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本报讯（记者杜挺勇）12岁的女孩
和家人发生矛盾后，拿着6000元压岁钱
离家……2月5日晚，市公安局山阳分局
接到警情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火速搜
寻。通过近6个小时的寻找，警方追至
山东终于找到了女孩。

2月5日21时许，一名男子报警称，
其12岁的女儿丽丽（化名）当天下午离
家，还拿走了6000元压岁钱，可能会离开
焦作，希望警方能够尽快找到孩子。

接到警情后，值班民警第一时间向
领导汇报。该分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成立工作专班，抽调大批民警开展工作，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女孩找到。

了解了丽丽的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
后，民警兵分多路，一方面从源头展开调
查，排查丽丽活动轨迹；另一方面围绕丽
丽的朋友、同学等寻找线索。排查中，民
警获悉丽丽离家时带有一部手机，其未
关机，只是不愿接听父母的电话。警方
希望以此为突破口，马上和丽丽的父母
深度沟通，摸清孩子心理状况，之后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通过微信不断发送语
音，试图和女孩沟通。

终于，民警的耐心沟通取得成效。
丽丽向其父亲的手机发送了位置共享信
息。让人想不到的是，丽丽当时已经到
达山东。此时，警方再次紧急部署，一方
面安排警力随时出发前往山东，另一方
面继续和丽丽沟通，希望了解到更多信
息。

女孩和警方联系时正在一辆出租车
上，可能要到山东某市找网友。之后，警方
掌握了更多线索，马上核查，及时联系了出
租车司机。民警和出租车司机取得联系，
告知其赶紧找一个安全位置停车，并保护
女孩的安全，等待民警前去救助。

2月5日23时30分左右，民警驾驶警
车带着报警人前往山东。2月6日3时许，
在山东省聊城市某高速公路出口附近，民
警看到了目标出租车。站在车旁的出租
车司机简单介绍了情况，而丽丽正抱着一
个书包坐在车内。“要不是警方反应迅速，
孩子真的见了网友，再断了联系，后果不
堪设想……”丽丽安全回到焦作后，孩子
的父母非常感激。为了避免意外发生，民
警深入和女孩进行交流，耐心劝导，让其
打开心结，保证不再作出冲动行为。

本报讯（记者李锴）春运期间，许多
乘坐出租车的市民或因饮酒、或因匆忙
在出租车上遗失物品的现象时有发生。
昨日，记者从市95128服务中心了解到，
春运以来，我市出租车行业发生好人好
事近百起，虽然许多驾驶员已将失物物
归原主，但仍有不少在招领中。

手机、钥匙、钱包，还有在医院拍摄
的影像片，春运期间，市95128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除了正常接听热线、安排约车
外，还要协助好心的哥、的姐寻找失主。

据了解，今年春运期间，出租车驾驶
员捡到乘客遗失的物品可谓五花八门，
其中手机的比例最高。一般情况下，物
品只要是被好心的哥、的姐捡拾，他们都
会发扬拾金不昧的精神，将物品物归原
主。

前往市95128服务中心领取失物的

失主，纷纷为爱心驾驶员的高尚行为点
赞。目前，很多遗失的物品已归还失主，
但有一部分身份证、银行卡、钱包、钥匙
等因无法联系到失主，仍在等待认领中。

市95128服务中心提醒乘客在乘坐
出租车时，物品尽量随身携带或放在视
线所及的范围内，不要放在后排座上，以
免下车时遗忘；下车关门前，检查前后座
是否有遗落的物品，确认所带物品齐全
后再离开，以免遗失给自己带来不必要
的麻烦和损失；乘坐出租车要记得索要
发票，便于联络取回遗失物品。此外，建
议乘客打车时选择使用“95128我的出
租”小程序叫车，这样可以留存乘坐出租
车的车号、联系方式、行程记录，如遗落
物品可第一时间与驾驶员或者95128坐
席人员联系，可增加遗失物品的找回概
率。

妈妈的爱，“缝”在400多套衣服里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女孩带6000元压岁钱离家
民警连夜追随至山东

春运打车的“马大哈”真不少
选择“95128我的出租”可增加失物找回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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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洋洋）2月10日至
12日，2023焦作市电动自行车惠民春
季购车大会将在焦作火车站北广场盛
装开幕。届时，来自我市的多家主流电
动车品牌商将携百余款展车闪耀登场。

如今，报业车展不仅是焦作车市
一张靓丽名片，也是焦作人购车、赏车
的大舞台，更是各大汽车、电动车品牌
抢占市场份额的主场。

此次购车大会，将有雅迪、新日、
小鸟、九号、五星钻豹等主流电动自行

车品牌集体亮相。记者了解到，各大
参展商对此次购车大会的销量充满信
心。购车大会招商工作启动不久，他
们一直在与活动组委会、厂家沟通参
展事宜，为此次购车大会做准备工作，
已制定了给力的优惠政策。

精彩不断，惊喜不断。2023焦作
市电动自行车惠民春季购车大会开幕
在即，期待你的关注，更期待你的加
入。与众多新锐车型的美丽约会，你
怎能错失？

2023焦作市电动自行车惠民春季购车大会明日盛大开幕

铿锵有力的锣鼓声，憨态可掬的醒狮，喜笑颜开空
中跃，欢乐祥和迎宾朋。在飞天·时代雅苑展位前，醒
狮表演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赏。两位“舞林高手”，
表演各种动作，引来观众阵阵掌声。“舞狮的时候，必
须要掌握好狮头的方向，要做到‘人狮合一’，在左右
张望的时候，眼睛要眨起来，这样舞动醒狮就更加生
动了。”舞狮师傅讲解动作要领。 秦 秦

醒狮现场助兴

本报讯（记者秦秦）
日前，飞天·时代雅苑项
目举办了户外推广活
动。短短的3天时间，吸
引了大量市民询盘问价，
亦如愿收获了大量的目
标客户。

“双河盛景”“国企精
工”“丰富配套”……已经
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价
值标签，多重优势叠加使
得飞天·时代雅苑成为我
市房地产市场冉冉升起
的一颗新星。飞天·时代
雅苑择址市太极体育中
心东侧（龙源路北文汇路
东），于奥体核心、龙源湖
畔生态宜居区，势承南移
东扩城市发展之天时，畅
享城市轴线丰收路之地
利，雅居新城繁华核心之
人和，交通便捷，畅达八
方。

据了解，飞天·时代
雅苑西临瓮涧河滨水景
观带，南瞰新河景观带，
旖旎生态河景环伺，畅
享双河盛景。展出现
场，飞天·时代雅苑用简
洁、直观的方式，呈现户
型图、效果图，展示交通
区位、项目优势等内容，
全面体现焦作市飞天置
业有限公司的价值，让
到访者可以清晰地了解
项目的的特点及实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咨询
问价的客户络绎不绝。
工作人员的专业解答、

大方谈吐、端庄形象、真
诚推介……无一不决定
着客户对飞天·时代雅
苑的信任和选择。

“听说飞天·时代雅
苑项目的开发商飞天置
业，是河南新时代交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
全资子公司。既然是国
企，那必然有雄厚的资金
支持、国家政策优惠以及
技术支持等，这些天然的
优势，让我更安心、更放
心。”一位意向客户如是
说。

飞天·时代雅苑采
用目前较流行的“新亚
洲建筑风格”，以中国传
统文化为基础，将西方

的美学融入其中，东西
结合，以建筑整体的构
造与空间意识为表现，
展现出现代人时尚的优
雅与品位。该项目户型
设计巧妙，方正全明，建
筑 面 积 82～172 平 方
米，主打温馨两居和奢
阔四室，演绎多层生活
的尊崇与高雅。

小区景观雅致有趣，
层次丰富，步移景异，以
现代艺术造东方园林大
境。阳光草坪、休憩廊
架、清幽内园……典雅、
内敛、静谧，打造国韵奢
境宽邸、世家风范。下
沉式庭院延伸空间层
次，雅致私藏天地，让生

活充满想象。五进归家
礼序：礼仪之门、迎宾之
景、归家之路、入户大
堂、智能入户，尽显世家
风范。更有稀缺下沉式
庭院，延伸空间层次，雅
致私藏天地，让生活充
满想象。

同时，项目也十分
注重社区休闲空间的营
造，引入现代社区设计
理念，六大安防系统和
智能生活系统保驾护
航，结合立体园林景观
等，打造精致生活、生态
宜居的多元综合社区。

上图 飞天·时代雅
苑项目产品受到了市民强
烈关注。 “妈妈你看，这位奶奶会变魔术。”一位小朋友目

不转睛地看着面人师傅，眼神中充满了好奇。记者
看到，飞天·时代锦苑展区前围满了孩子，个个都迫
不及待地要得到自己喜欢的面人。“其实捏面人步骤
比较简单的，但是要在细节上下功夫。”捏面人的老
人告诉记者。她的指尖上仿佛有魔法，面团在手里
随意揉搓，不过几分钟的功夫，一个白白胖胖、憨态
可掬的猪八戒形象就完成了。 秦 秦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秦秦摄）

19 世纪，英国城市
学家霍华德提出“理想的
城市生活空间”概念。
100多年前，中国第一代
叠墅来到上海，是西洋文
明、生活方式与中国文化
交织的产物。当时兴起
的花园叠墅，是针对少数
阶层的稀缺性住宅产
品。而在现代，城市叠墅
受到市场的高度热捧，在

繁华都市中，叠墅生活代
表着内敛和优雅，是国人
梦想中的私属领地。

居者的境界越高对
居所的完美追求就越高，
不仅仅是更宽敞、更通
透，更要能承载高贵从容
的生活享受。拥有丰富
开发经验的焦作市飞天
置业有限公司，精心谋划
后落子示范区，以匠人之

心，雕琢飞天·时代锦苑
精品叠墅，给你梦寐以求
的理想生活。

记者来到位于飞
天·时代锦苑营销中心，
和所有第一次来看房的
市民一样，一眼就被设计
精巧的高端叠拼产品户型
模型给吸引了。据该项目
置业顾问介绍，叠拼产品
面积区间为249～276平
方米，合理的功能分区、阔
绰的空间格局、精致的细
节设计，让老一辈和年轻
人都能各得其所，和谐美
满地生活在一起。

“我们家是三世同
堂，周末聚齐了有十几口
人，一直想在市区买间大
房子。前不久，听说飞
天·时代锦苑叠墅非常符
合我的心理诉求。今天带
着全家人来看看，还挺满
意！”带着一家人来看房的
胡女士开心地说。

作为焦作为数不多
的叠墅项目，飞天·时代
锦苑自项目定位开始，设

计人员就着力从业主的
角度在项目规划、建筑、
户型、景观等各个环节，
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为业主的入住带来更多
的舒适和方便，尽力为业
主提供周密细致、充满人
性化的专业服务，让业主
尽情享受叠墅生活带来
的诸般愉悦。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高品质住宅正逐步
走入寻常百姓家，更多
的人也开始对高端品质
产品感兴趣。繁花叠
墅，推窗见绿，带着温润
湿气的风从远处飘散而
来，从朝阳到暮归，享受
惬意时光，这是我们能
想象的最美好的生活形
态之一。

飞天·时代锦苑城
市之南，大沙河之畔，叠
墅奢境，代言焦作示范
区精英生活新高度。

秦 秦
左图 置业顾问向

市民介绍项目区位。

飞天·时代锦苑

“锦”此一墅悦从容

围着奶奶要面人儿。

糖画甜心里美
“阿姨，我也想要一个凤凰展翅的糖画。”“这

个凤凰展翅要等的时间比较久哦！”“没关系，我有
耐心！”飞天·时代雅苑展位前，一位小姑娘眼巴
巴地等着。“我浇糖画用的糖是麦芽糖，用这种糖
熬制难，作画难度也大一些，但是保留了传统风
味，好看也好吃。”糖画师傅说。据了解，糖画师傅
会浇制很多种图样的糖画，除了传统的飞禽走兽、
戏曲人物，还创新了许多糖画图案。 秦 秦

灵动巧手捏百态

“小朋友，送你一只长颈鹿吧！”“谢谢叔叔！”
“真乖，不客气！”孩子的世界永远充满童真和乐
趣。小丑不仅是滑稽的化身，也是很多电影、戏剧
的灵感来源，和快乐小丑亲密互动，当然就是孩子
们的最爱。活动现场，飞天·时代锦苑特地安排了
小丑现场制作花样气球，给前来逛展的大朋友、小
朋友们送上满满的欢乐。 秦 秦

可爱小丑送气球

拿到气球真开心。

精品首秀惹关注精品首秀惹关注
●

糖画师傅认真制作。

威武灵动的醒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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