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猖狂有人大白天扔汽油瓶!炸弹"

!

晚报记者 朱海龙 见习记者 王凯

本报讯
!

月
"#

日
""

时许!家住八一

大道与开元大道交叉口附近周口经济开发

区康营村的黄先生和亲戚正在家中吃饭!

突然听到门外传来"轰#的一声!他急忙和

亲戚跑到门外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几名男

子正向自家大门扔汽油瓶$由于火势很大!

黄先生和亲戚们被困院中$几分钟后!几名

纵火男子逃离现场!在邻居的帮助下!大火

被扑灭!所幸无人受伤$

昨天下午!黄先生告诉记者!他家被人

扔汽油瓶"炸弹%后!由于火势非常大!自己

也记不清那帮人扔了多少个汽油瓶! 装满

汽油的啤酒瓶破裂时!发出一声声巨响!随

后就是燃起熊熊大火!整个铁门上都是火!

火苗都烧到房顶上的电线了! 很多邻居当

时都担心大火会把电线烧着$

记者在现场看到! 黄先生家的大门足

有三米高!已被烧得发黑!地上还有一些啤

酒瓶碎片$ 黄先生指着门上坑坑洼洼的地

方说&'这就是那天啤酒瓶砸的! 当时是白

天!要是晚上碰到这事可咋办呀$ %

在几名纵火的人中! 黄先生认出一个

是前一天晚上和自己发生过争执的村民的

孩子$ 黄先生告诉记者&"我和同村的一个

村民曾为一点小事发生过争执! 在邻居们

的劝说下也都没再说啥! 本想着事情已经

过去了!谁知道还会出这事((%

目前!黄先生已经报警!警方已介入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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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忽然响起防空警报
原来是调试 市人防办近两个月还将进行部分基站测试

!

晚报记者 牛思光

本报讯
!

月
"5

日! 本报官方微博上先

后接到一些网友反映!称当日
"5

时左右!周

口中心城区部分居民听到防空警报声!因事

先未接到通知!他们不免有些担心$ 记者随

后采访得知!鸣放防空警报是市人防办为了

调试仪器!近两个月他们还将进行部分基站

的仪器测试工作$

网友金先生表示!

!

月
"5

日
"6

时
67

分

左右!他听到了类似空袭警报的声音$金先生

称&"拉响防空警报这种事! 有关部门应事先

在媒体上公告!以免引起人们不必要的恐慌$%

!

月
"8

日!记者致电周口市人防办询问

详情!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

月
"5

日!市区

防空警报鸣笛!是因为市人防办搬迁新址要

对一些仪器进行调试!加之一些原有设备进

行了升级!我们需要调试一下防空警报器$ 市

人防办在调试防空警报器前!已经在周口电视

台播出公告!部分市民对鸣放的警报声存在误

会!可能是他们之前没有留意到这一公告$%同

时!该工作人员表示!近两个月我市人防部门

还将调试部分基站的防空警报器! 目的是检

查新建防空警报基站是否运行正常) 无线信

号能否正常收到* 虽然防空警报鸣放规模很

小!但届时市人防办会在媒体提前公示*

得知鸣放防空警报是市人防办为调试

仪器后!一些市民表示!鸣放防空警报是很

严肃的事!即使是为调试仪器!有关部门也

应大范围+多渠道提前告知市民,

!"多名脑瘫患儿接受康复治疗
身体恢复情况良好

!

晚报记者 张志新

本报讯 有一群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孩

子!不幸得了脑瘫!他们及他们的家庭为承受

了巨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 近日!我市的
67

多名脑瘫患儿在川汇区脑瘫康复中心接受一

段时间治疗后!不少孩子身体恢复情况良好,

近日! 记者随同川汇区残联工作人员来

到川汇区脑瘫康复中心! 当我们轻轻推开运

动室房门!看到
97

多名不足
5

岁的脑瘫儿童

在一边使用各种器材进行训练! 一边不忘嘻

闹)玩耍!屋子里欢声笑语!十分热闹, 据介

绍!这些孩子在去年刚来这里时!有些不会站

立!有些不会走路!有些不会说话!有些不会

吃饭!但是这些孩子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很多

正常孩子会的动作!他们已能完成, 据悉!截

至目前!全市已有
67

多名脑瘫儿童来此接受

治疗!这些孩子身体恢复情况良好,

来自李埠口乡的宋绍文今年
8

岁了!去

年
"7

月份来脑瘫康复中心时! 他还不能站

立和行走!更不会说话!经过
6

个月的治疗!

他现在能走了!也能说话了!虽然和正常的

孩子还没法比!但他的奶奶赵桂枝已经非常

满意了, 赵桂枝说&-小绍文是个命苦的孩

子!从小得了脑瘫!花光了家里积蓄, 但他又

是个有福气的孩子!在川汇区脑瘫康复中心

每天有
!

位专业医生为他做康复训练!他的

病情一天好似一天, 特别是彭艳芳医生!她

每天都要为绍文做两次体能训练!帮助浑身

瘫软的绍文恢复四肢机能, %

!

月
8

日! 本报
475

版刊登了一篇题为

.脑瘫双胞胎拖垮一个家/的文章!对双胞胎

陈洛帆+陈洛涵患脑瘫无钱医治一事进行了

报道!第二天!川汇区残联就决定免费为这

对双胞胎进行康复治疗!目前该双胞胎已经

在此脑瘫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川汇区残联主席彭哲表示&-我们最大

的心愿是让来康复中心治病的脑瘫儿童尽

可能像正常孩子!也希望全社会的爱心人士

与我们携手共同为脑瘫儿童打造美好明

天, %

线索提供 樊葩菡

全市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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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零距离体验消费维权

!

晚报记者 徐松 通讯员 杨华伟

本报讯
!

月
"6

日上午! 市工商局邀请

部分企业代表+消费者代表通过-

!

0

"6

%开放

日活动零距离体验消费维权工作, 据悉!这

是我市首次举办-

!

0

"6

%开放日活动,

当日上午!

"9!"6

申诉举报中心内!热线

电话此起彼伏!工作人员忙得热火朝天, -您

好!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记录了!待会儿

我会把这些内容转到辖区工商局! 他们会和

您联系的((%

"9!"6

工作人员边接听电话!

边把消费者反映的问题记录下来,记者看到!

除了电脑系统里的记录! 每位工作人员的桌

上还放着一个记录本!以便保存资料,

-我们的监测系统覆盖电台+电视台多个

频道!重点针对食品+医疗+美容等七大类广

告!一旦发现虚假垃圾信息!我们将及时发布

警示, %为了让参观者更加明白工作的流程!

"9!"6

工作人员边操作电脑边细心地讲解,

-老百姓特别关心食品安全! 食品检测

车的功能就是及时+快速地检测流通领域的

食品, %站在食品检测车前!

"9!"6

工作人员

为参观者认真讲解,

参观结束后!企业代表和消费者代表对

我市工商部门的工作职责+工作制度等有了

更直接+更深入的了解, 企业代表王女士表

示!她将继续秉承 -卖放心产品 !做良心企

业%的宗旨!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这样的

活动很好!通过零距离体验!让我增强了消

费维权的意识, %消费者代表陈女士说,

嚣张小区楼顶竟!长"出一套房
!

晚报记者 文
!

图

本报讯 没有审批+没有规划+没有手

续!有人竟擅自在楼顶建起一套房!下图"!

这种怪事在周口市区温馨家园小区偏偏出

现了,

!

月
"6

日!市规划监察大队闻讯后

立即赶赴现场叫停这一违规行为! 并责令

当事人迅速拆除违章建筑,

-住在顶层的业主 !竟擅自在楼顶上

额外加盖一套房 1 %昨日 !有市民向记者

反映 ! 建安路上的温馨家园小区内有人

违规建房, 这位市民担忧地说!违规建房

不但扰乱了周围住户的正常生活 ! 破坏

了楼宇结构!还埋下安全隐患, 小区的业

主都对此意见很大,

接到报料后! 记者随即把这一情况转

告给市规划监察大队, -查!我们现在就派

监察员跟您一块过去, %市规划监察大队张

姓队长当场表态说, 当日
:

时
#7

分!记者

与执法人员一起赶到了温馨家园小区!行

至小区五栋一单元楼前时! 发现楼下有很

多砖块!旁边的搅拌机显示着施工的痕迹,

顺着楼梯往上走到楼顶时! 眼前出现一套

正在施工中的房子! 楼顶上散落着施工和

盖房的工具,

执法人员立即叫停了这一违规行为!

并要求当事人拆除违章建筑! 否则监察大

队将强制执行!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罚款,

执法人员介绍!这套房的建设没有审批+没

有规划+没有任何手续!属于违法建筑,

公共场所圈作私家停车场
如此做法实属不该

!

月
"#

日下午!在周口市区五一路和七一路交叉口向西路南侧的人行道上!来往人群熙

熙攘攘!一家莫泰连锁旅馆为了顾客停车方便!把一块写着"莫泰停车场 外地车辆禁止入内#

字样的蓝色告示牌摆放在人行道中央!两侧还放置了若干个塑料锥筒以划分停车区域$ 因为

还不是住宿高峰期!停车场停放的车辆还比较少!但不少路过此处的市民纷纷无奈摇头!表示

商家擅自把公共场所据为己有!实属不该!管理单位应该赶紧出面管管$

晚报记者 彭慧 摄

这些人太过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