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杰超 通讯员 张娜

俗话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可市城区有一家饭店的老板自

2015年4月至今，天天为环卫工人提
供免费午餐，一年半时间的爱心坚

守，让环卫工把饭店当成了自己的

家。热乎乎的可口饭菜让他们吃出

了家的味道，也感受到社会满满的

正能量。

可口热饭菜
温暖环卫工

10月25日中午时分，记者在解
放路南头的三元大食堂看到，三三

两两身穿红马夹的环卫工人相继走

进大厅，在洗手池洗过手后坐在餐

桌前等候开饭。大约十分钟的时

间，二三十名环卫工人坐满了3张饭
桌。不一会儿，菜上来了，有清炒油

麦、蒜苗炒鸭血、五花肉炒白菜、绿

豆芽炒面筋、烩羊杂，外加西红柿鸡

蛋汤，每人还有一大碗米饭。饭店

老板张道磊和服务员一道，忙前忙

后，张罗着端菜上饭，还亲手为大家

分汤。

“这么长时间，饭店一直免费为

我们提供午饭，我们真是把饭店当

成了家，真心感谢张老板。”环卫工

人王运铎边吃饭边告诉记者，“有这

样的好心人帮助环卫工人，我们觉

得再苦再累心里也高兴。”

老板献爱心
朴素真感情

张道磊是内乡县师岗镇人，年

纪轻轻已在社会上打拼了多年。他

在外地打工学成厨师手艺后回南阳

走上了创业之路，开过小吃店，经营

过夜市，后来开起了饭店，通过辛勤

的劳作逐步站稳了脚跟，换来了生

活的好转。2012年，张道磊在解放

路开起了“三元大食堂”。

问及奉献爱心的原因，张道磊

说缘于一段朴素的情结。2015年的
一天，他在店内看到一名环卫工人中

午时候就着凉水啃馒头，一股辛酸便

涌上心头。当年他的父母就在北京

打工，干的也是保洁，其中的辛苦他

体会得很深，于是便产生了免费为环

卫工人提供午餐的想法。他的这一

想法得到妻子和父母的支持。当他

第一次喊环卫工人吃午饭的时候，环

卫工人还有点不大相信，心想着是环

卫公司组织大家吃饭。几天过后，大

家才慢慢相信真有免费的午餐。捞

面条、烩面、米饭、馍菜汤，干净可口

的饭菜，每一天准时供应。

饭店只要开
午餐不会停

回忆一年多来的爱心历程，张

道磊感受多多。他说，最初环卫工

人来吃饭，感觉素质上还有点欠缺，

他和店里的服务员热情相待，厨师

们也从未说过二话，后来情况慢慢

有了改观，每天中午吃过饭后，环卫

工人会主动收拾碗盘，打扫卫生，饭

店门前也打扫得格外干净。少的时

候七八人，多的时候三十来人，为了

不影响做生意，张道磊把环卫工人

开饭的时间适当提前。而环卫工人

平时也自觉在饭店外找个地方就

餐，给客人腾出桌子。

问及免费午餐的成本，张道磊说

一年下来需要三四万元。“只要饭店

开下去，我会坚持为环卫工人提供午

餐的！”面对不少人的质疑，张道磊坚

定地说，“环卫工人太辛苦了，为他们

做点善事，我心里舒服。”⑥3

为环卫工提供免费午餐一年半——

爱心饭店：将免费午餐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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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平

在卧龙区靳岗街道市社会福利

院家属院，住着一位 81岁的老人。
她，就是1956年被评为全国劳模的
原内乡县生产资料公司退休干部杨

冬梅。10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老
人家中，听她讲述了那段激情澎湃

的光荣岁月。

21岁当上全国劳模
初见杨冬梅，老人虽然年事已

高，但说话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耳

不聋眼不花。提起当年勤奋工作和

进京受表彰的情景，老人滔滔不绝，

如数家珍，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干事

创业的劳动岁月中。

杨冬梅是内乡县赤眉镇人，

1935年出生，1953年参加工作，成为
赤眉镇供销社的一名营业员，主要

销售五金百货，针头线脑等的加起

来也有四五百个品种。小学文化的

杨冬梅算术特别好，肯吃苦，没用多

长时间，她就将所有商品的价格牢

牢记在脑中，随便说出几样商品，她

能迅速将总价准确无误地报出来。

而每天晚上下班后的结账工作，她

更是保质保量完成，不出一丝差错；

每月的销售任务她也总能超额完

成。

当时正是统购统销的年代，杨

冬梅既要站柜台卖货，还要挑着货

担，走街串巷宣传党的政策。除此

之外，送货下乡、车拉肩挑也是她的

工作常态。当时送货下乡拉的都是

板车，杨冬梅早上吃过早饭就出门

送货，拉车一走就是十几里，等货物

送到返回供销社已是夕阳西下。

凭着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一丝

不苟，杨冬梅于1956年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因为业绩突出，她先后被

评为省级劳模、全国劳模。

进京参加表彰大会

“当年进京参加表彰大会时，我

才21岁。”回想当年被毛主席接见、
与毛主席合影时的情景，杨冬梅激

动不已。1956年5月，杨冬梅参加了
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杨冬梅记得当时河南省去了41
人，南阳地区就她一人，由省长带

队，前往北京开会。会议最后一天，

她领到一张入场券，要求凭券入场

拍摄合影照。当时照合影的大概有

六七百人，大家按要求依次入场，杨

冬梅幸运地被安排站在第一排。

“跟我们一起合影的领导人有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杨冬梅

拿出当年颁发的荣誉纪念证回忆

说。她记得当时毛泽东穿着灰色中

山装，身材魁梧。等领导人们走近，

大家都争相与他们握手，站在第一

排的杨冬梅有幸与毛主席握了手，

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老人唯一遗

憾的是，当时没有保留那张珍贵的

合影照。

从北京回来后，杨冬梅更加全

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每天早出晚

归，一心扑在事业上。为了把商品

宣传到农户，让大家买到称心如意

的商品，她不分昼夜，不论刮风下雨

都坚持送货下乡。在一次雨天送货

时，因为道路泥泞，她一个不小心摔

倒在地，腿部受伤落下病根。杨冬

梅的女儿范跃丽告诉记者，母亲当

年就是“工作狂”，生育的4个儿女她
都无暇照料，产后一个星期就又回

到工作岗位上。

晚年依旧乐善好施

后来，业绩突出的杨冬梅当上

了生产资料公司经理。回忆起当干

部的经历，杨冬梅说，那时候一心

想着为百姓办好事，不沾公家一分

钱光，不吃人家一顿饭，这样心里

才感觉干净踏实。多年来，她坚持

外出工作不论早晚都回家吃饭，拒

绝吃请；生活勤俭朴素，不计较个

人得失，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

色。

即便退休后，为人厚道的杨冬

梅仍不忘帮助别人，并不算多的退

休金大都被她捐助给困难群众。每

次回内乡老家，看到乡邻们有难处、

生活困难的，不管认识不认识，杨冬

梅都会给予经济上的帮助。

如今，杨冬梅一直跟随大女儿

在南阳居住，白天看看报纸、杂志，

晚上听听新闻；一日三餐清淡饮食，

作息规律。老人身体硬朗，性格乐

观，喜欢与人交谈；她生活自理，还

能干一些日常家务，打扫院子、做

饭、洗衣服都做得有条不紊。

老人乐观向上的心态也是她健

康长寿的秘诀。杨冬梅告诉记者，

党的关怀和群众的信任是她乐观向

上的动力，也是她的幸福和荣誉。

她将更加珍惜这份幸福和荣誉，快

乐过好每一天。⑥3

81岁的全国劳模杨冬梅——

昔日为国作贡献 而今健康享晚年
壮丽史诗凝方寸（上）

□周洪林

从1955年至2016年，我国先后发行了多套反映长征题材邮票。在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翻开集邮藏册，仔细观看邮
票上那一幅幅动人魂魄的场面，仰视那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而历经艰

险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儿女时，心中涌动的是激情，是力量，是思

索，是崇敬，是怀念。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7月8日，中国邮政特地发
行了《薪火相传》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1套1枚。邮票主图由长征时期
的红色五星、步枪、红杜鹃和松枝组成，辅图则以火焰为原形。该套邮

票采用木刻版画艺术手法设计，以最能体现长征精神的诸多元素符号

构成邮票图案，画面简洁明了，富有艺术张力，表达出艰苦奋斗、勤俭朴

素、乐观向上、坚持不懈的精神内质，以及代代传颂、发扬光大的寓意。

我国第一套长征邮票是1955年12月30日发行的J36《中国工农红
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二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两枚，一横一竖，

横票为：强夺泸定桥。画面上泸定桥下浪高水急，红军勇士踩着铁索冒

着炮火奋勇前进。竖票为：过雪山。画面上毛泽东和红军战士正在翻

越大雪山。

1996年10月22日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纪念
邮票。画面取材于一组群雕和一幅油画，场面宏大，气势非凡，充分表

达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

2006年10月22日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
邮票一套4枚和一枚小型张。邮票的内容，严格依据长征的征途顺序来
设计、安排，从“送别”到“遵义会议”到“飞夺泸定桥”到“过草地”再到“大

会师”，如此安排，新意初出。其中的“送别”，是头一次进入长征邮票之

中，新意顿显，而《大会师》小型张的设计与安排，堪称最大的新意之举。

广大电力客户朋友们：

我公司2016年11月份计划对部分配网线路进行停电改造施工，停电范围及影响区域详见附件。若有天气等其
他原因影响检修的，停电计划将会有变化，详情请访问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95598供电服务网站（http://www.95598.

ha.sgcc.com.cn），或者关注我公司官方微信“gwnygd”。
国网南阳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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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线路名称
台溧线、台丰线、台镇线、台

禹线、梁刘线

红农线

茶北线
谢供一线
龙供三线、龙供五线
滨配二线

马青工线

岗农三线

光供五线、钓供一线

盛供四线、罗砖线
汉供一线
陈供四线
陈农线
枣供一线
光供三线、光供四线、光供八线

马青农线

罗供二线、罗通线、罗东线、光供八线

槐西线、槐井线、丰配

二线
陈供三线、枣供一线

停电设备
台溧线、台丰线、台镇线、台禹

线、梁刘线

红农101开关

茶北102开关
谢供一线
龙供三301开关、龙供五H501环网柜东开关
滨配二线、滨配二H251环网柜南开关
马青工 102开关、马青工
101开关
岗农三线、岗农三H302环网柜东开关
光供五 H501环网柜东开关、钓供一
H103环网柜南开关
盛供四401开关、罗砖H102环网柜东开关
汉供一线
陈供四线、陈供四H402环网柜北开关
陈农线、陈农H101环网柜北开关
枣供一线
光供三线、光供四线、光供八线
马青农 101开关、马青农
106开关、马青农109开关
罗供二线、罗通线、罗东线、

光供八H801环网柜南开关
槐西线105、槐井线101开
关、丰配二线
陈供三线、枣供一101开关

停电范围
台溧线、台丰线、台镇线、台禹线、

梁刘线

红农101开关以后

茶北102开关以后
谢供一线
龙供三301开关以后、龙供五H501环网柜东开关以后
滨配二线、滨配二H251环网柜南开关以后
马青工102开关以后、马青工
101开关以后
岗农三线、岗农三H302环网柜东开关以后

光供五H501东开关以后、钓供一H103南开关

盛供四401开关以后、罗砖H102环网柜东开关以后
汉供一线
陈供四线、陈供四H402环网柜北开关以后
陈农线、陈农H101环网柜北开关
枣供一线
光供三、光供四、光供八线
马青农101开关以后、马青农106开
关以后、马青农109开关以后
罗供二线、罗通线、罗东线、光

供八H801环网柜南开关以后
槐西105开关以后、槐井101开关
以后、丰配二线
陈供三线、枣供一101开关以后

停电区域

【郊区】蓬莱府、周八营、大夫庄、奶母庄、万新庄

【宛城区】谢庄、杜楼、胡仟营、范庄、肖胡岗、赵湾、小陈庄、清风岭、大马庄、小马庄、大陈庄、苋庄、夭庄、庞庄、大李庄、张庄、宋寨、蒋庄、贾庄、赵庄、段营、下和庄、马刘营、典地汪、大郭庄、

代庄、方徐庄、小郭庄、明李、小赵庄、张李、明皇、小刘庄、韩杨庄、曹庄、林庄、三高、刘高庄、竹园、崔庄、大桥东
【宛城区】朱肖庄、黄营、马鞍、周庙、西马营、曹庄、钟营路口、钟营南、袁黄庄、蔬菜种植协会、白庄、宋庄、李营、毕堂、葛营、陈庄、刘光庄
【卧龙区】谢庄、康营、水牛冲
【市城区】张衡路与百里奚路交叉口西北、张衡路与百里奚路交叉口以南、张衡路与北京路交叉口东南
【市城区】卧龙路与工业路交叉口以西
【卧龙区】岭上南、岭上北、五道庙西、和庄、岭里、岭里西、阎庄、杜庄、沟里、东里庄、小谭庄、赵庄、占庄、槐树庄、高老家东草场、新李营、小李营、姜庄、远场、高老家、赵老家、高庄、王珍庄、

小王庄、远场北、孙庄、康庄、王堂、下庄、小丘庄、杨李庄桥、新街、青北老桥、塔桥、杨李庄、小南庄、青南北、青南南、青南市场、南邓路口、青南西、小孙庄
【市城区】靳岗、十里铺

【市城区】滨河路与信臣路交叉口以南

【市城区】光武东路与长江路交叉口以北、以南
【市城区】车站南路与卧龙路交叉口以南
【市城区】伏牛路与雪枫路交叉口东西两侧
【市城区】伏牛路与雪枫路交叉口以南、以北
【市城区】伏牛路与长江路交叉口以东
【市城区】范蠡路与独山大道交叉口以南、信臣路与邓禹路交叉口附近、南都路与光武路交叉口西北
【卧龙区】马集乡：大刘庄、养心庄、潘营、华寨、上金寨、夏庄、金民营、褚庄、马庄、张庄、小华庄、叶寨、李家道、刘庄、黄庄、徐李庄、王李营、金利营、邢李营、大李庄、许坡、前所、任家庄、马

庄、赵庄、任家庄、万庄、谭庄、南寨、青南新村、肖庄、范庄、叶胡桥

【市城区】独山大道与光武路交叉口附近、光武路与仲景路交叉口东南、南都路与光武路交叉口东北

【卧龙区】蒲山镇:蛮子寨、刘岗、盆窑、大阮庄、郭庄、小刘庄、大刘庄、小阮庄、黄渠河移民新村、王庄、熊坟、南岗、新街、李
才四组、李南、马营、李才庄、邢庄、黄渠河、黄渠河南
【市城区】长江路与伏牛路交叉口以南、嵩山路与长江路交叉口以西

计划停电时间

11月3日7:30-19:00

11月4日7:00-19:00

11月5日7:00-18:00
11月5日7:00-18:00
11月7日7:00-19:00
11月8日7:00-19:00
11月8日6:00-11月9
日18:00
11月9日7:00-19:00

11月10日7:00-19:00

11月15日7:00-19:00
11月16日6:00-19:00
11月19日7:00-19:00
11月20日7:00-19:00
11月22日7:00-19:00
11月22日7:10-20:00
11月21日6:00-11月
22日17:00

11月22日7:10-20:00

11月23日7:30-20:00

11月29日7:30-18:00

备注

白天停

晚上送

白天停

晚上送

南阳供电公司11月份停电计划公告

西峡县白羽街道组织戏曲爱好者进社区义演，丰富了居民文化

生活。累累累2 通讯员 刘艳苗 摄

这台轻型货车，

满载带壳花生。

车后竟藏“尾巴”，

自带“剥壳”设备。

因为遮挡号牌，

查处可没商量。

“分数”全被扣光，

教训要记心上！

本报记者 赵勇 图 田巍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