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天!情绪"稳定
气温逐步回升
!

晚报记者 张燕 实习生 潘新

本报讯 经过连日来的大风!降温和雨水

天气后"老天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昨日下

午"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天气以多云

为主"基本无降水"气温将逐步回升&

雨水停止后"昨日下午"太阳就迫不及待

地探出头来"明媚的阳光逐渐驱散了寒意&令

人高兴地是"今明两天将延续这样的好天气"

气温在阳光的作用下逐步上升直至
!"!

&

#

月
!$

日!周三"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之

一的春分"这时太阳黄经为
$

度"太阳的位置

在赤道上方& '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

说*+春分者" 阴阳相半也" 故昼夜均而寒暑

平&$所以"春分的意义"一是指一天时间白天

黑夜平分"各为
%&

个小时,二是古时以立春

至立夏为春季"春分正当春季
#

个月之中"平

分了春季&

据气象预报称* 春分前后" 我市将有一

股冷空气光临" 届时会带来大风天气" 风力

达到
"

级左右" 气温较本周前期也会下降

'!

左右 & 但是俗话说 * +冷惊蛰 " 暖春

分&$ 春分过后" 气温回升快& 未来几天"

我市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在
&$!

以上& 周平

均气温为
()$!"%$)$!

" 较历年同期平均气

温
*)'!

略偏高& 最低气温在
+!

&

本周天气具体预报如下* 预计周一至周

三晴天间多云,周四至周六多云,周日多云间

晴天& 线索提供 任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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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朱海龙

本报讯
#

月
%&

日植树节刚过" 市民王先

生就拨打本报新闻热线诉说他的困惑* 想和

女友一起种棵 +爱情树$" 跑了一圈才发现"

不仅树苗不好买" 植树的地方更不好找" 无

奈只能取消这个计划&

记者走访发现" 许多市民都有这种困惑*

想植树却找不到地方&

植树咋恁难
王先生今年

&*

岁 "

#

年前的植树节那

天" 他和女友步入爱河& 因此" 植树节这天

对于王先生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今年植树

节 " 王先生想和女友一起种下一棵 +爱情

树$& +和她一起种棵树" 让我们的爱情和树

木一起成长" 一定是件很幸福的事$&

植树节前几天" 王先生便忙活着找树苗!

选地点" 为种植 +爱情树$ 做准备& 可没想

到的是" 王先生在周口花卉市场却没有买到

树苗&

这下可急坏了王先生& +不能让我许给

女友的诺言变成谎言啊&$ 王先生说" +有人

建议我去市区常青路问问" 结果在那里也没

有我想要的树苗&$ 无奈之下" 王先生只好通

过朋友从乡下一个育苗场里捎回来一棵&

树苗买回来了" 真正的难题也来了---王

先生找不到植树的地方& 最后" 王先生只好把

+爱情树$ 种在了家里的一个大花盆里&

哪里可植树
记者走访发现" 许多市民都有和王先生

一样的困惑&

刚当上爸爸的市民赵先生本打算在植树

节这天种棵树作为纪念" 却因为没找到地方

而不得不放弃, 刚刚结婚的周先生和妻子想

在植树节种棵 +同心树$" 结果发现" 广场!

马路! 公园等地方都不能随意植树..

无处植树的现状让不少市民提出这样一

个问题* 为什么市绿化部门不能开辟出一块

地来组织义务植树/ +最好是绿化部门能在

市区公园 0 广场等地方的附近开辟一块空

地&$ 市民齐先生说&

带着市民的困惑" 记者昨日联系了周口

市绿化委员会& +市民植树应根据属地管理"

找相应的农林部门&$ 相关负责人解释" +比

如说想把树种在川汇区 " 就找川汇区农林

局&$ 这位负责人也承认" 近些年的植树节"

组织市民义务植树的机会很少&

!!"#$ %&'"(

有市民希望有关部门在植树节这天组织义务植树活动

采摘柳穗请别伤树

!

晚报记者 张洪涛 文
!

图

本报讯 春天到"柳树发出新芽"一些市

民却打起新长出的柳穗的主意&昨日"记者在

市区交通大道上看到"一棵棵柳树长满新绿"

几位老人正围在一棵柳树边采摘柳穗& 其中

一位老人手拿棍子踮起脚尖伸手去抓高处的

柳枝"其他人则在下面用手捋柳穗!如图""就

连新长出的嫩芽也没有放过& 一位老人面前

的一个白色小桶内"装了不少新采摘的柳穗&

+我们准备把柳穗摘回去蒸着吃& $见有人询

问"其中一位老人说"柳穗和榆钱一样都能蒸

着吃&

+柳树刚发出新芽就有人采摘柳穗"连新

发的嫩芽也一同采摘掉" 对树木来说肯定是

一种伤害& $看到有人采摘柳穗"路过的市民

表示"采摘柳穗最好不要伤害到树木&

记者经查询得知"柳穗又名柳絮"每年柳

树生叶的同时生出"分为花柳!椹柳两种"花

柳开花黄绿"朵很小& 椹柳也称棉柳"嫩时花

色青绿"形如桑椹"花老时出白棉"如下雪般

随风飘落" 在一些地方有人把嫩柳穗当作烹

饪原料&

对此"太康县中医院一位中医告诉记者"

柳穗不能随便食用" 对过敏体质或者体质较

弱的人来说"食用柳穗会引起闷气!过敏等一

些不良反应&他建议大家最好不要食用柳穗"

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电子狗"叫板警察!电子眼"

警方认为!"电子狗#存在安全隐患
!

晚报记者 朱东一

实习生 许坤朋

本报讯 由于闯红灯要被扣
'

分" 很多

车主对待红绿灯都比较谨慎& 然而" 记者

近日采访发现" 为应对市区一些红绿灯路

口安装的 +电子眼$" 免扣分" 一些车主就

买来 +电子狗 $ 加装在车辆上 & 据了解 "

对于有违章拍照的路口" +电子狗$ 会对

车主进行提醒& 而对于市区一些无违章拍

照的路口" 加装了 +电子狗$ 的车主就会

很 +随意 $" 想闯红灯就闯红灯 & +电子

狗$ 看似是在保护司机" 但其带来的安全

隐患却不容忽视&

"电子狗$ 在市区热销
记者在市区走访发现" 汽车装饰店和电

子市场等场所都有 +电子狗$ 在销售&

汉阳东路上一家汽车美容店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电子狗$ 一直卖得不错" 买主

主要是一些新手& 他们怕对路况不熟或开车

技术不过关" 就买来 +电子狗$ 以避免违

章& 该工作人员还说* +自今年
%

月新规实

施后" 再加上市区大面积安装了 1电子眼2"

1电子狗2 卖得更好了&$

据了解" 在市区想买 +电子狗$ 非常简

单" 其价格
#$$

元至
%$$$

多元不等&

%电子狗$ 是把双刃剑
据了解" 虽然 +电子狗$ 能为广大车

主提供方便" 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这要看

车主如何利用& 事例一* 去年在我市高速公

路辖区范围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民警在讯

问时了解到" 车主在车上装有 +电子狗$&

+电子狗$ 提醒前方有违章拍照时" 他就放

慢车速" 待通过违章拍照点后就加速前行"

最终由于操作不当导致发生追尾事故& 事例

二* 今年
&

月份" 在市区某路口" 一辆装有

+电子狗$ 车的车主急着办事" 在路口红灯

亮时由于 +电子狗 $ 没有提示违章拍照 "

就强行通过路口" 结果导致发生交通事故&

这些都是鲜活的实例& 昨日" 记者从市

交警支队获悉" 对于安装 +电子狗$ 逃避处

罚的行为" 交警进行处罚和拆除无法可依"

只能加强教育& +因为 '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于安装 1电子狗2 这类产品没有明文规

定&$ 一支队民警说&

安全不能指望它
遵守法规最重要

对于一些车主加装 +电子狗$" 记者采

访了文昌派出所交巡警大队民警闫警官& 他

说* +长时间使用 1电子狗2 会产生误导"

更容易让车主产生麻痹大意的思想" 从而造

成交通事故" 为交通安全埋下隐患&$ 他还

说" +电子狗$ 的侦测系统并非是万能的"

它要经常更新" 为此" +电子狗$ 很容易成

为摆设&

闫警官提醒广大车主" 对 +电子狗$ 不

能过分依赖" 更不能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

+电子狗$ 上& 驾驶员还应该遵守交通法规"

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市区工农中路已修好
!"路公交车何时能!回来"

!

晚报记者 彭 慧

本报讯 去年" 周口市区工农路进行道

路改造" 原本途经该路的
%$

路公交车改走

他线" 如今工农中路 !七一路至黄河路段"

早已整修完工并通车" 但
%$

路公交车却迟

迟不见 +回来$" 该地段处在闹市区" 家属

院0 小区和企事业单位很多" 不少市民盼望

%$

路公交车早点恢复旧的行车路线&

市民李先生说" 他家住在七一路派出所

附近" 以前
%$

路公交车就从其家门口经过"

乘公交车非常方便" 可自去年工农路开始改

造 "

%$

路公交车因此被迫改走其他线路 &

+可现在路早就修好了" 照理说
%$

路公交

车也早该恢复通车了" 可一等再等" 咋就不

见 1回来2 呢/$ 市民赵女士说" 现在外环

都通公交车了" 市区成了 +盲区$ 怎么行/

随后记者在油田附近的公交车站牌上看

到" 如今"

%$

路公交车改走七一东路向东0

建安路0 汽车东站0 大庆路口向南" 到建材

城0 龙都广场0 货场0 文明路南口" 工农中

路现处 +真空$ 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