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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老人
重新!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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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从周口市中医院艾格眼科

了解到一件 "奇特 #的事 !

:;

岁的原纱厂

退休职工李新国说! 他现在重新 "认人$

了%

十多年前! 还在纱厂工作的李新国就

感觉眼睛有点不对劲儿!起初!以为是年龄

大了也没有注意% 退休后!李新国的视力越

来越差!最后发展到接近失明!全靠听声音

来"认人$%

35

月
33

日!李新国因患上急性

阑尾炎到周口市中医院住院治疗! 他的老

伴劝他顺便也看看眼科! 结果发现他原来

不是"老花眼$!而是双眼患上了严重的"陈

旧性葡萄膜炎并发白内障$% 眼科医生告诉

李新国!他的眼睛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好% 李

新国非常高兴!愉快地接受了医生的建议!

并于
35

月
56

日实施了左眼白内障摘除联

合人工晶体植入术% 术后!老人异常高兴地

告诉家人"两个惊奇$&第一个惊奇是手术

过程中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到痛苦! 而且手

术时间很短' 第二个惊奇是他的左眼一下

子看得很清了!再也不用靠声音来(认人$!

而是重新)认人$了%

35

月
5;

日!李新国满

心欢喜地出院了% 他准备过一段时间把右

眼的手术也做了! 这样展现在他面前的就

是完完全全的清晰世界了%

艾格眼科主任王峰说! 十多年的靠声

音"认人$的生活对于李新国来说!似乎是

太久太久了!所以他说自己是重新"认人$

了%其实!像李新国这样的情况在农村非常

多! 人们往往认为这是人眼睛老化的自然

现象!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起初!患者

只是患上葡萄膜炎!症状并不明显!甚至没

有眼睛分泌物*眼屎+!所以人们不会当回

事儿!没有及时治疗!这就导致后来患上严

重的并发症,这种手术虽然有难度!但医生

辛苦些却能为老人换来清晰世界! 这是非

常值得的%

周口市中医院艾格眼科用爱传递光

明---

588

例白内障免费手术及直补新一

代准分子激光手术治疗近视优惠活动现已

开启.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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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置业拟投入!"辆车支持我市交通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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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公交车已购置到位

!拟在市区开辟两条专门路线 !春节前后可开通运行

"

晚报记者 张志新 实习生 王铁锋 文
#

图

本报讯
35

月
68

日!记者了解到!周

口林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周

口林海置业+出资
<88

万余元!拟投入
98

辆免费公交车供市民乘坐! 以此支持我

市交通事业的发展! 彰显一个企业应有

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目前!已有
38

辆公

交车购置到位,

#"

辆公交车已购置到位
)这些崭新的公交车真漂亮. 我们什

么时间才能乘坐呀/ $

35

月
5=

日上午!

38

辆车身上印有)周口国际建材城$等字样的

蓝色 )免费公交车$!如图" 行驶在市区街

头!吸引不少市民对之投以惊诧的目光,

)为了市民出行更便利!为了回报社

会!我们计划在市区投入
98

辆免费公交

车供市民乘坐, 目前!我们购买的
38

辆

公交车已经抵达周口, $周口林海置业一

名负责人说!)这些免费公交车每辆价值

3;

万余元!每辆车共有
39

个座位!整体

车型小巧0舒适% $

据了解! 周口林海置业还购置了安

保巡逻车0消防车0洒水车0垃圾清运车0

物流车! 用于周口国际建材城其他日常

工作的使用%

拟在市区开辟两条专门路线
周口林海置业拟在市区开辟两条专

门路线! 以方便老城区和市经济开发区

的市民出行% 该负责人说!有关免费公交

的行车路线等问题! 他们将同有关部门

抓紧时间研究! 免费公交车预计春节前

后即可开通运行%

据了解! 周口国际建材城由周口林

海置业投资开发建设! 位于市区开元大

道与工农路交叉口 ! 距离周口火车站

358

米! 总建筑面积
68

余万平方米!是

集家具建材品牌专卖店0 建材超市0家

居商场0 商务写字楼0 商业步行街等多

种业态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该项

目建成后! 将成为市经济开发区的一颗

耀眼明珠%

#公里烂泥路难走 村民写信求助

曹河乡政府!已列入明年的修路计划"预计上半年开修

"

晚报记者 朱海龙 文
#

图

本报讯 )我们没有别的奢望!仅仅

希望村里的小学生能走在没有泥泞的

路上去上学!村民出门能方便些% $ 近

日! 有网友在网上发表感言%

35

月
5=

日!记者了解到!网友所说的这条烂泥

路位于距周口市区十多公里的淮阳县

曹河乡冷庄行政村!为尽快修路!村民

还向乡政府写了一封求助信%

35

月
4

日 !网友 )

-

快乐小精灵

69639

$ 发微博说 &)看到这些图片不

要吃惊!只是下了一天小雨罢了%我们

生活的地方不是偏远的山村而是中部

平原---河南省淮阳县曹河乡冷庄行

政村11$记者注意到!网友提及的图

片就是几张泥泞道路的图片!如图"%

35

月
5=

日上午!记者根据网友提

供的地址!驱车来到淮阳县曹河乡冷庄

行政村!汽车里程表显示!从市区到这

里的距离有
38

公里左右% 冷庄行政村

地处朱搬公路*

83<

县道+旁!从县道一

下来! 记者就感觉汽车颠簸得厉害!约

4

米宽的道路坑坑洼洼!已很难分清该

路是柏油路还是砖渣路% "你今天走这

里好多了!要不是有人刚垫过路!你的

越野车也要陷到这儿% $站在路旁的一

位村民说!"前些天!一辆送学生的校车

经过这里时险些翻车% 后来!为了学生

的安全!学校自己拿出几千元钱买来砖

渣把这些大坑垫了垫% $

据村民介绍! 这条路
4

公里长0

4

米宽!连接着着冷庄0前吴庄0盐场
6

个

村庄!承载几千村民出行% 这条路距上

次维修已有
58

年了%七八年前!这条路

就已经破损得很严重了%

"修高速路时! 许多大货车从这里

经过!把路轧坏了% $前吴庄村村民吴帮

说!"当时建高速的单位承诺给我们修

路!可到现在也没修% $

"以前也多次反映过! 但一直没有

任何答复% $ 前吴庄村村民吴立权说!

"我们村里孩子上学都要去冷庄小学!

这条路是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特别

是下雨天!看着孩子们深一脚浅一脚地

走在这泥泞路上!心里很不是滋味% 为

此!我给乡政府写了一封信!并送给了

相关领导% $

记者注意到!吴立权写的这封信名

为"致曹河乡政府的一封信$!信中不仅

讲了冷庄行政村村民为修高速路全村

搬迁作过不少贡献外!提及更多的是村

民对修路的期望%

村民修路的愿望能否实现/该路为

什么一直没有修/什么时间修/就此!记

者采访了曹河乡乡长刘洋% 刘洋说!村

民的信他们已看过!乡党委0政府也很

重视% 同时他还表示!经过及时与县交

通局沟通!目前这条路已列入明年的修

路计划!预计上半年就能动工开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