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公园往年栽植树种不少死亡!多为垂柳"松树等# 记者现场

看到! 这些挖出的死树多为前年栽种! 死亡原因一是引进树种质量

差!有不少是秃根!根本没有须根$再就是树坑浅!只有两铁锨深!风

刮雨淋都可造成倒伏或死亡#希望引进树种要以本地乡土树种为主!

讲究质量# 另外!要深挖树坑!讲究栽种质量# 总之!要把这一良心工

程对得起良心!同时!实行工程质量责任倒查!保证财政资金使用效

率# !记者 刘彦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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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雷锋精神 建设美好周口

!塞钱女孩"赵莉莉扶危济困不留名
!

记者 赵金 实习生 胡庆晓

扶沟居民马水河运货途中遭遇窃贼 #

丢失了价值
%

万多元的货物# 因凑不够赔

偿款#妻儿路边相拥痛哭$ 路过的太康籍大

学生赵莉莉见此情景# 把勤工俭学积攒的

%'''

多元钱塞给马水河的妻子# 没有留下

姓名就默默离开了$ 马水河悄悄用手机拍

下了赵莉莉的照片# 作为寻找恩人的唯一

线索# 几经周折终于在太康找到了帮其渡

过难关的%塞钱女孩&$

%好心人#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是马水

河在路边找到摆地摊卖春联的赵莉莉时说

的第一句话$ 据马水河介绍#

$

月
%'

日晚#

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开着一辆载满货物的货

车行至尉氏和扶沟交界处时# 扒手把绑着

货物的绳子割断#盗走
(

大包高级棉被#价

值
%

万多元#货主要求赔偿$ 当天晚上#马

水河一家硬着头皮#跪求亲朋好友借钱#多

方筹借还差几千块钱不够货钱$ 一家人无

奈地坐在路边哭了起来#妻子痛不欲生#甚

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正在这时# 一个骑电动车的姑娘从他

们身边经过#了解到事情的原因后#姑娘劝

说马水河的妻子#给她讲了不少人生道理#

并从兜里拿出
%'''

多元钱#塞给了她$ 在

姑娘的劝说下# 马水河的妻子打消了轻生

的念头$ 在谈话中#马水河一直问她是哪里

人#等赚了钱#马上还给她#可是小姑娘一

直没说自己叫什么#只知道女孩是太康人#

在新乡上大学#去扶沟家走亲戚#而她掏给

马水河妻子的
%'''

多元钱#是她边上大学

边做兼职挣的#是准备用来买电脑的$ 眼看

恩人要骑车离开#马水河拿出手机#偷偷拍

下了女孩的照片$ %一定要找到帮助我们渡

过难关的好心人#她是我们的恩人&$ 一周

之后#马水河来到太康县电视台#发了一则

寻找太康县的一位好心人的寻人启事#这

才有人告诉他#女孩名叫赵莉莉#在河南师

范大学读书$

得知这个消息后# 马水河就带着妻子

和孩子来到太康县#对赵莉莉表示感谢#并

将年前这几天挣的钱#还给赵莉莉一部分$

赵莉莉却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你

们拉货也不容易#还赔了别人好几万块钱#

快过年了# 你们家也挺困难的# 先留着用

吧#这些钱我还能挣回来$ &面对众人的质

疑#赵莉莉坦言#社会有了更多的爱才会更

加美好#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是国家培养了

自己#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应该伸出

手来#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当时不留

名是认为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既

怕家人的不理解#又怕别人的讽刺$ 作为一

名大学生#自己的能力有限#以后自己会好

好学习#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赵莉莉的做法得到了家人和亲戚朋友

的认可$ 消息传开后#太康(扶沟的群众纷

纷赞扬赵莉莉# 说她用实际行动弘扬了中

华民族扶危济困(乐于奉献的优良传统$

记者感言!

%扶危济困&乐于奉献'不仅是雷锋精

神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面对

路边伤心欲拒的马水河一家! 赵莉莉没有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主动来劝说马水

河一家人!并将自己打工挣来的
%'''

多元

现金塞给了他们#

%'''

元钱虽然不多!却饱

含着她浓浓的爱心# 从赵莉莉的言语中!让

我们看到了当代大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

让我们感受到了雷锋精神在当代大学生身

上不断发扬光大#

本期聚焦!城市规划

!"#$%&'(

)*+,-./0

%城市规划是为了实现一定

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标#确定城市性质 (规模和发

展方向# 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

调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所

作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 城市

规划是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

基本依据#确保城市空间资源的

有效配置和土地合理利用的前

提和基础#是实现城市经济和社

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因

此# 城市规划要具有长远性(要

坚持既定路线不动摇))&近年

来#随着我市城市化进程速度的

加快#城区面积不断扩大 #城市

变化日新月异$ 但公厕少#绿化

少#城市规划有时落实不到位等

问题也一直困惑着我市$ 如何破

除这些难题#自即日起#由市%转

变作风暨环境创优 & 活动办公

室(周口日报社联办的*民生面对

面+第二期聚焦的是%城市规划&'

规划城市蓝图#邀您说事拉理$如

果您发现我市在城市规划中存在

有监察不到位( 违法建设以及个

别干部在执法审批过程中存在以

权谋私(吃拿卡要等现象#请您立

即拨打电话
)&)&%(*

(

)&'&%(*

#

我们将把你反映的情况详细记录

下来# 并把这些问题第一时间内

反馈给规划部门# 邀请他们与您

%民生面对面&$当然了#如果您对

我市的城市规划工作有更好的建

议# 也请您在第一时间内把您的

好 建 议 发 送 至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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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

市民提供服务和帮助$ 诚挚欢迎

社会各界踊跃参加,

这些健身器材该由谁来管理和维护-

市民陈先生"

!""####

#!我居住在滨河路附近!每天早晚都到

滨河公园内锻炼#近段时间我发现!那里的健身器材锈迹斑斑&%缺胳

膊少腿的'!损坏非常严重#我觉得!安装健身器材是为了让市民在茶

余饭后有个锻炼身体的地方! 相关管理部门就应该对这些健身器材

加强管理&定期维护# 因为一直没人管理!这些健身器材损坏现象十

分严重! 市民在这些年久失修或者超期服役的器材上进行锻炼时有

可能受伤# 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定期维护!消除安全隐患#

居民用水何时才能恢复正常
商水县徐女士"电话

$%&########

$!我是商水县城区东部的

居民!一周前!由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施工方在挖土时把大刘水厂

的供水主管线给挖破了! 造成凡使用大刘水厂的居民无法使用自来

水!我们也曾多次致电水厂!得到的答复却是!由于他们目前没有和

施工方达成赔偿意见! 所以供水无法恢复正常# 已经过去一周时间

了!目前供水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我觉得!不能因为这一原因而

让居民无水吃!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接到投诉电话后#记者按照徐女士提供的电话!

*)$)5)"

"#在两

天时间内多次致电商水县大刘水厂#但服务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记

者费尽周折#最终和商水县老城办事处卧龙社区的田书记联系上了#

据其介绍#他就居住在大刘水厂的供水区#水厂不能及时供水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主管网与新农村社区建设有冲突#管网需要重新改线#所

以影响了大家的用水#至于何时才能恢复供水#他也不清楚$

记者 李瑞才 实习生 任慧慧 整理

读者来信
读了

%

月
&6

日*周口日报+

第一版%今日谈&*要治理%蛇尾&

工程+#深有感触#纵观我市许多

市政建设#总是主体完工后就草

草收场#留下很多%尾巴&$

$1

去年大规模进行的道路

排水管网建设# 管道铺好了#路

面却没有好好恢复#弄得许多路

边坑洼不平#而且实际排水效果

有待考验$ 比如莲花路人大(政

协办公楼附近的排水依然不好#

路边污水横流$

&1

市图书馆主体建筑巍峨

挺拔#但东边的空地上却是杂草

丛生 # 还留有许多铺剩下的地

砖$ 绿化美化一下#应该花不了

多少钱#相比那么大的工程还不

是九牛一毛-

%1

还有市体育场#好像临周

口大道的场地一直没有完工#旁

边那条新修的道路也没有与周

口大道连接上$

(1

文昌生态园入口处即见

私拉乱扯的电线#给人的第一印

象就不好$ 园内道路狭窄#通行

不畅#西部密密麻麻种植了许多

不知名的小树#没有任何观赏价

值#且游人根本进不去游玩$ 建

议改种些有观赏价值的植物#再

修建些小道和供人休憩的椅子$

还有那个热带植物温室#刚开放

的时候见到里面有很多稀罕的

热带植物#但不知为什么 #后来

就再也没开过门$ 收点门票也行

呀#毕竟投资了那么多钱 #闲置

浪费太可惜了, 读者

九十老太好眼力 读书看报绣女红
家住太康县马厂王老家村

"&

岁的栗秀云老人!眼不花耳不聋!乐观向上!心态年轻#据其家人介绍!老人是扫

盲班毕业!多年来坚持看书读报!还时常观看电视新闻节目# 老人还特别喜爱制作一些豫东民间布艺绣花工艺品

赠送给周边邻居!深受晚辈爱戴# 图为老人和慕名而来交流的乡亲讲解绣花鞋的制作步骤# !记者 沈湛 摄"

拒绝!剩"宴 周师学子晒光盘
!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吴红

%

月
&6

日#中午
$$

时
%'

分#正

是午饭时间# 周口师范学院东苑食

堂渐渐热闹起来$

%师傅#一份青菜蘑菇#一份土

豆鸡块$ & 排在窗口前的女生接过

餐盘#找个空位坐了下来#问及%光

盘行动&#这位女生笑道'%标哥都改

名.陈光盘/了#我当然知道.光盘行

动/啦#食堂打饭可以随意#我吃多

少就打多少#绝不浪费$ &

坐在女生旁边的男学生也连连

点头'%我以前吃不完也倒掉# 不过

周围的朋友都是.光盘行动/的支持

者#自然要和他们步调一致$ &吃完

饭的这位同学还向朋友炫耀起自

己的光盘$

%自从这些学生刮起 .光盘行

动/风#节约粮食#我们的工作轻松

多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倒

掉的饭菜多# 放这儿的推车还得再

换个桶# 现在回收的泔水连一个桶

都装不满了$ & 过去由于剩饭剩菜

多#食堂的下水道经常堵塞#特别是

夏天惨不忍睹#气味相当难闻#校园

清洁工刘大妈提起这些就眉头紧

锁$而现在#食堂外边的地面明显干

净得多了#并未见油渍$

校外的餐馆是学生聚餐喜欢去

的地方$在一家卖大盘鸡的餐馆内#

记者看到#一般都是四五个人一桌$

%先点这几个#不够咱们再加$ &点完

餐的王同学告诉记者#%有的餐馆有

最低消费# 我们进去一般都会问一

下#不能铺张浪费嘛$ &

该店的服务员反映# 现在学生

都流行打包# 不像以前一大桌饭菜

没吃多少就走#爱讲面子#这种情况

几乎没了$ 而且为了吸引大学生来

就餐# 有的餐馆专门打出光盘的口

号# 该店老板表示这种宣传起到了

一定的效果$

一学生干部呼吁道#%我们希望

更多的大学生能加入光盘族# 晒出

自己的光盘#传承中华民族传美德#

从节约粮食做起#从我做起, &

!舌尖禁令"迫使高档饭店转型
!

记者 李瑞才 实习生 任慧慧

%从春节前开始#.禁令/的威力

就显现出来了#比及往年#我们的营

业额减少了近一半# 大点的饭店都

快撑不住了))&近日#记者在市区

一些中高档饭店采访时了解到#自

去年
$&

月中央出台 %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后#节约之风开始盛行#

我市的高档餐饮业集体遭遇 %寒

流&#订台数量与去年同比少了近一

半$剪断公款吃喝这一%脐带&#反对

舌尖上的浪费# 高档酒店不得不寻

求改变$

%

月
&5

日中午
$&

时许#记者在

市区的部分中高档饭店走访时#发

现这些饭店以往一车难停的场景已

不复存在$ 一家高档饭店的当班负

责人告诉记者#%为了适应 .禁令/#

我们现在不仅调整了菜的价格#把

大单改成小单# 还减少了菜肴的道

数#但生意还是不太好$ & 走访中#

记者还发现# 相对于菜品价格及数

量等小幅度调整外# 有些大点的饭

店转型的则更为彻底# 直接打出装

修(停业甚至关门等招牌#%禁令&确

实对饭店生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不是提倡节俭嘛#俺们小

店的生意比以前红火了$&市区一家

小吃摊摊主张老板高兴地告诉记

者#大饭店的生意淡了#但像他们这

些低档饭店( 平价餐馆甚至小吃摊

的生意却比以前好了$

走访中#记者明显感觉到#我市

广大消费者的节约意识有了很大提

高#他们大多舍弃高档酒店#而倾向

于选择在一些大众饭店就餐$ 业内

专家认为# 高档菜品是餐饮企业利

润的主要支撑# 而公务消费又曾是

高档菜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因此#政

府推行的节俭之风确实对餐饮企业

的利润有冲击作用# 但这并不能颠

覆餐饮企业的利润格局$ 如果说高

端餐饮企业之前为了适应公款消费

和商务宴请设置菜品和价格# 现在

应该重新定位#通过转型或者说%放

低身价&#迅速把销售重点转移到市

场潜力巨大的个人消费市场# 找寻

到新的利润增长点$

市消防支队

走进希望小学开展消防宣传
本报讯 !记者 李一"

%

月

&*

日是第十八个全国中小学

生安全教育日$ 当日下午#周

口消防支队宣传小分队来到

市东新区许湾乡的李灵希望

小学开展消防宣传活动#给该

校三百名师生上了一堂生动

的消防安全教育课#并向学校

赠送了
%''

册*中小学生消防

安全知识宝典+$

消防宣讲人员把消防安全

知识理论与当前乡村学校的

实际情况相结合#就火灾的防

范(使用灭火器扑救初期火灾

及火灾扑救的基本方法(如何

逃生自救等进行了重点讲解#

并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就发

生火灾时拨打火警电话的要

领及程序与师生代表进行了

现场互动$ 为增强师生的感性

认识#消防官兵还在该校操场

现场演练了穿越火笼扑灭液

化气罐火表演和使用灭火器

扑灭油盘火#几名师生分别进

行了学习了体验$ 随后#消防

宣传员组织该校师生开展了

一次火灾逃生演练#既检验了

学校疏散预案的实效性#使师

生通过实战演练熟悉疏散线

路 # 又增强学生逃生自救能

力$

线索提供(马军海

油价小降 市民欢迎
本报讯 !记者 李一"没有

出现意外#国内成品油最高零

售价今年首次下调#而且相当

%守时&$

%

月
&6

日上午#记者

走访中心城区多家加油站#发

现各加油站油价均按规定下

调 #

"%

号汽油每升下调
'1&(

元# 现为
61('

元
7

升0

"6

号汽油

每升下调
'1&0

元 # 现为
61)&

元
7

升 # 而
'

号柴油则是从

61*%

元
7

升调整至
61&6

元
7

升#

每升下调
'1&0

元$

在黄河路一加油站#记者

看到十几辆汽车在排队等候

加油$ 工作人员说#他们在
&6

日零时就按规定调整了油价#

%早上一上班就有很多车来加

油#数目比平时多了些$ &

私家车主张女士告诉记

者# 之前每个月的油费在
0''

块钱左右# 现在油价降了#每

个月能省
&'

多块钱$ %终于降

价了# 油价一直居高不下#大

大增加了我的用车成本$ &杨

女士说$ 货车司机刘师傅告诉

记者#他平均每天行驶里程在

*''

公里左右# 每个月能省几

百块油费呢$ 市民李先生平常

骑摩托车 #油价下调 #他每个

月能省十几块钱$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很多市民觉得油价还没降到

位 # 希望油价继续下调 # 一

些车主则担忧油价连续下跌

后# 下一次会出现大幅反弹$

%国内油价是涨多降少# 相比

之前的涨价 # 这点降价根本

不算什么 # 我担心的是这次

降了一点 # 过段时间会涨得

更高$& 司机赵师傅说# 虽然

降幅不大 # 但毕竟算是有所

改善 # 希望今后的油价能够

趋于平稳 # 让司机朋友不需

要为油价而烦恼$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陋习不去#何以!清明"

清明临近!市民通常选择

焚烧纸钱&燃放鞭炮或者在坟

前摆放大量食品的形式来祭

祀祖先#然而!清明正逢初春!

天干物燥!诸如此类的传统祭

祀方式不仅极易引起火灾!造

成环境污染!而且造成大量的

浪费#

其实!缅怀逝者的方式很

多 ! 我们可以选择放一首音

乐&买一束鲜花 &植一棵树等

文明的祭祀方式#还有近两年

悄然兴起的网上祭祀!这种新

型的祭祀方式利用网络空间

把传统的祭扫活动虚拟化!并

加入更加人性化的寄语和留

言!在祭奠网页上点击鼠标为

亲人献花 &上香 &点烛 &献水

果&点歌等!不仅体现了文明

环保的祭祀理念!也为远在异

乡或是因工作忙而抽不出时

间上坟的人们提供了较为便

捷的祭扫方式#网络祭祀不仅

保留了传统祭祀的一些外在

形式!比如凭吊&献花等!更发

展了祭祀亲人的内涵!用互联

网方式记载先人的生命历程

与精神信息!其诚意不仅毋庸

置疑 ! 而且更体现出追思先

人&教育后人祭祀的本质#

如今文明社会提倡低碳

生活!低碳生活与我们每个人

的生活方式紧紧相关!文明生

活!清明祭祀亦是如此# 我们

应当除去陋习!选择文明优雅

的祭祀方式 !这样 !不仅使逝

者真正的%清明'!也使我们的

生活环境真正的%清明'# %零

碳祭祀'不仅是一个时尚的话

题! 更是一种道德的选择!一

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 %零碳

祭祀'!你行&我行&大家行#

!

事新 沐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