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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牛思光 文
!

图

本报讯 !火车站搬走快一年了"今天

这铁轨一拆"八一大道就真的是快通了# $

++

月
12

日" 市民陈先生听说老火车站正

在拆最后的铁轨就赶忙来看看% 记者从周

口铁路部门了解到" 老火车站和工农路道

口的铁轨正式!下岗$了"以后将不再有火

车经过%

3!

月
!2

日中午" 在老火车站拆除现

场" 两台施工机械正在紧张地拆除最后两

对铁轨% 施工现场外面聚集着很多围观的

市民"他们都是听到消息后赶来的"就为亲

眼目睹拆除打通八一大道的最后障碍% 附

近居民王老先生表示&'自从火车站搬走"

我就盼着八一大道能尽快打通" 这样我到

南区办事就方便很多% 老火车站拆除工作

开始后"我一直关注着进度"平时有事没事

我就来瞧一瞧% 今天早上听说要拆最后的

铁轨了"我赶快来再看最后一眼% $

周口铁路部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按

照计划"老火车站拆除后将不会留下铁轨"

同时工农路道口也将!下岗$% 由于调车需

要" 五一路道口和五一路道口向西的中州

大道道口(汉阳路道口的铁轨会保留)

在市区生活的市民都知道" 工农路和

中州大道铁路道口是让市民最头疼的两处

道口* 两处道口一旦遇到'过火车+就会造

成堵车"短则十几分钟"长则半小时以上"

给过往市民带来很大困扰*其中"工农路道

口最受市民'诟病+"老火车站使用时"火车

调车作业需要反复经过这处道口" 很多市

民驾车经过时如遇到道口调车" 宁愿绕行

中州大道或者是周口大道也不愿意被堵在

路上*

根据目前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八一大

道南北贯通后"工农路道口不再'过火车+"

这样一来" 中州大道铁路道口的交通压力

将得到有效缓解" 过去市区横跨铁路的大

堵车场面将不会出现*

图!昨天下午"老火车站铁轨已经基本

拆除

!"名留守儿童获赠智能手表
!

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昨日上午" 在市少工委主办

的留守儿童公益捐赠仪式上" 我市
45

名留

守儿童收到一爱心商家送来的礼物,,,智

能手表*

据了解" 这
45

名孩子来自我市不同的

中小学校" 但是他们相同之处是父母都在

外打工" 平时是跟着爷爷奶奶或其他亲戚

生活的* '为了能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外放

心工作"爱心商家送来了智能手表* 这款手

表使用过程中无需资费和插卡" 只要与家

长的智能手机绑定" 家长就能收到孩子发

出来的手表录音" 随后家长可通过手机发

短信到手表上与孩子互动* 另外"手表可以

通过
678

等获取孩子准确位置并实时传送

到家长手机上*+市少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日"孩子们收到'礼物+后"就迫不及

待地试戴使用"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学生李

成成说"她的父母在江苏打工"现在她和两

个弟弟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每个月父母往家

打几次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以及他们姐弟

三人的学习生活情况"因为是长途说不几句

就挂了*'不过"现在好了只要我和弟弟们想

爸妈就能随时跟他们联系了"父母也能随时

掌握我们的信息"此时感觉他们很离我们很

近+*

昨日大雾!逼封"四条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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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朱东一

本报讯
++

月
!+

日早上"周口市区大

雾弥漫"能见度非常低"使得途经周口的四

条高速相继封闭*据了解"直至
!+

日
!!

时"

大雾逐渐散去" 高速封闭才得以解除* 另

外"大雾未对周口市区交通状况造成影响*

昨日上午" 记者从周口市交警支队高

速部门了解到"

!2

日夜周口突降大雾* '大

雾使高速公路的能见度不到
"5

米" 我们接

到上级通知后封闭了高速* +高速部门工作

人员说" 大广高速公路在
!2

日
9"

时
!5

分

封闭"而商周-宁洛(永登高速公路在
!2

日

9"

时
45

分封闭% .

!+

日上午" 随着气温升

高"大雾逐渐散去"到中午
!!

时四条高速公

路才解除封闭* $

!+

日
:

时许"记者在交通大道看到"路

上的车流因大雾天气.放慢了脚步$* 采访

中记者了解到"

3+

日上午的大雾天气没有

明显影响到市区的交通状况* 市交警支队

工作人员说&.

3+

日上午" 市区的交通事故

发生情况比平常还要少" 可能跟雾天里驾

驶员注意力会更加集中和低速行驶有一定

关系*$市区的交通状况比较好"未出现因大

雾而造成的拥堵*.市区的大雾就早上一会"

到
;

点左右开始散去" 再加上今天是周末"

早上出行的人也比较少* $七一路交巡警大

队的民警分析*

市交警支队高速部门告诉记者"随着天

气降温"周口市区近段时间或许还会有大雾

天气出现"打算驾车外出办事的市民就要看

天出行了*如果想了解大雾天气高速公路的

封闭情况" 市民可拨打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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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咨询高速公路道路情况*

线索提供 李亮亮

主办!周口市公安交警支队

!长征二号 #运载火箭"

!安家"周口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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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金月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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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本报讯 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发

射的.长征二号
<

运载火箭$.长$啥样/昨

天上午" 记者在周口公园国防园看到"工

人们正在组装 .长征二号
<

运载火箭$模

型*今日起"它将在园内首次亮相"届时市

民可前去一饱眼福*

据了解 " .长征二号
<

运载火箭 $

0

=>?9<

1 是目前我国所有运载火箭中起

飞质量最大-长度最长的火箭*它是在'长

征二号捆绑运载火箭+的基础上"按照发

射载人飞船的要求"以提高可靠性确保安

全性为目标研制的运载火箭*火箭由四个

液体助推器-芯一级火箭-芯二级火箭-整

流罩和逃逸塔组成*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承载'长征二

号
<

运载火箭+ 模型的底座已基本完工*

工人们正在组装 '长征二号
<

运载火箭+

模型*模型上"除印有一面五星红旗外"还

标有'中国航天+-'神箭+等字样* 据现场

施工的工人介绍"'长征二号
<

运载火箭+

模型组装工作预计当天即可完成"今日起

正式亮相*

周口公园国防园位于周口公园西南

角"占地
955

多亩"设教育馆-将军林-军

械区-和平广场-军事训练基地等部分*据

周口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除正在安装的

'长征二号
<

运载火箭+模型外"目前已有

歼
,

战机-迫击炮-坦克-导弹等'落户+该

园"将来还有可能迎来舰艇等'客人+* 全

部建成后"园区将成为我市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的重要基地"也将成为市民游玩的一

个亮点*

图一!工人们正在安装#长征二号
"

运载火箭$模型

图二!一名小朋友在%长征二号
"

运

载火箭&模型前留影

图一

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