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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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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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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 市民韩女士在周口

市区工农路与交通大道交叉口! 拾到一个

装有身份证"银行卡及现金的钱包# 身份证

显示!失主名叫姚亚东!川汇区人$ 请失主

看到信息后!与本报新闻热线联系!取回失

物$ 晚报记者 宋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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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可以摘掉眼镜了

!!!!!!

近日! 记者在周口市中医院艾格眼科见到两

名
!8

多岁的女孩!她们都是在医院做过准分子激

光手术!第二天到医院进行检查的!让她们惊喜的

是!仅仅
98

秒左右的手术时间!术后第一天她们

就可以清晰地看世界了! 原来眼睛视力只有
83"

的她们手术后都达到了
83:;"38

" 她们非常高

兴#$$终于可以摘掉眼镜了%

为她们做准分子激光手术的是郑州艾格眼科

医院的眼科专家徐辉! 这是周口市中医院与郑州

艾格眼科医院进行强强联合举行的一次大型爱心

活动&活动中!患者不仅可以享受省级专家的医疗

服务!而且享受大幅度的价格优惠&

新一代准分子激光手术治疗近视迎双节优

惠!!!手术费仅需
!!!

元"

周口市中医院
"##

例白内障免费手术及直补

活动开始了"

咨询电话#

$"$"%$& $"$"%'(

!!!!!!

两名摘掉近视眼镜的女孩与做准分子激光

手术的郑州艾格眼科医院徐辉教授 $右一%&周

口市中医院艾格眼科主任王峰$左一%合影"

!"#$%&' ()#$*+,

全省冬泳邀请赛在沙颍河周口市区段举行

!

晚报记者 王凯 文
!

图

本报讯 虽说今年冬天不太冷!但在寒风凛冽

中体验冬泳!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

月
"

日
<

时

许! 在沙颍河周口市区段中州大道大桥附近举行

的全省冬泳邀请赛聚集了我省
!#

支代表队
988

余位冬泳爱好者! 精彩的比赛吸引了大量市民驻

足观看&

由于前几天的雨雪天气! 我市的气温下降了

不少!沙颍河边更是寒风凛冽!但这丝毫没有减弱

冬泳爱好者的热情&青年男子组
98

米往返赛率先

开始&有的冬泳爱好者似乎有点紧张!还没听到发

令枪响就跳入水中!结果被裁判叫回重新比赛&和

冬泳爱好者的紧张心情不同! 围观市民则显得比

较悠闲!他们有的在讨论比赛的技巧!有的则在不

停地为选手加油助威&

伸伸腰!扭扭腿''下水前!大家都要活动筋

骨!避免发生意外& 根据分组!大家按照次序来到

河边!听到口令后!一个个鱼跃河中&

"=

岁的张毅

来自许昌代表队! 赛后他激动地对记者说()我很

久之前就开始接触游泳了! 但是冬泳刚刚练习了

9

年!参加这样的比赛很开心& *记者采访发现!冬

泳爱好者比赛结束后很少关心自己的成绩! 他们

说得最多的是)爽*"一位冬泳爱好者告诉记者!比

赛成绩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项运动能培养人的意

志力以及使人保持开朗乐观的生活态度! 这才是

他所追求的"

当比赛进行到中年女子组时! 第六泳道的来

自河南康愉代表队的李慧引得现场市民的热烈掌

声!她在
98

米往返赛中!仅用时
6=38>

秒!与中年

男子组第一名的成绩仅差
83>"

秒" 让现场观众更

加意外的还有来自鹿邑代表队
:#

岁高龄的黄井

颜+音,!他参加的是畅游组的比赛!虽然他游泳的

速度不快!但是老人坚持游完了全程"黄井颜告诉

记者()我非常喜欢游泳!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冬泳

比赛" 这项运动不仅能锻炼身体!让我更加健康!

还能提高我的精气神!缓解压力"希望今后能有更

多的人加入其中" *

记者注意到!比赛现场吸引了大量市民"市民

陈先生笑着说()我穿着羽绒服站在河岸边还感觉

冷!别提在刺骨的河水里游泳了" 他们真厉害% 我

听说过冬泳对身体有好处! 也产生过练一练的念

头!但实在缺乏勇气" *

专家提醒!冬泳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危险性

也比一般运动更大" 市民若想尝试冬泳健身!需在

夏秋季就作好准备! 循序渐进! 最好不要独自冬

泳"

据悉!此次冬泳邀请赛由市体育局-市体育

总会主办!市游泳协会-川汇区体育运动中心承

办&

周口举办首届!打工春晚"

"

月
)

日下午'在周口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由周口打工者协会&河南龙山传播有限公司主办的周口

首届(打工春晚)隆重举行"(打工春晚)节目丰富多彩'舞台美轮美奂'观众享受到了一场视觉盛宴"据周

口首届(打工春晚)的发起人钱永红介绍'晚会纯公益'百余名演员全部免费出场"晚会结束后'农民工程

先生感慨地说#(*打工春晚+很精彩'很贴近生活'很接地气'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网友(一年又一年)

说#(能够为农民工举办一场*打工春晚+'真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赞一个, ) 晚报记者 张志新 摄

市城管委
首次督查四区城市管理

中心城区城市管理考核新办法出台

!

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

月
!<

日! 市城管委-

市文明办牵头组成考核组!首次对
"

月份
=

个区的城市管理工作及中心

城区的交通秩序管理进行督查& 从

当天情况看! 川汇区的城管队员出

勤率较高! 其他几个区的重点路段

却鲜少看到城管队员& 面对中心城

区普遍存在的出店和占道经营-私搭

乱建-垃圾清运不及时-非机动车擅

闯快车道-机动车乱停-乱放-乱调

头等)痼疾*!市城管委要求限期督

促整改!不能让长效化管理成空谈&

依据新的管理考核办法 +以下

简称)办法*,规定!今后每个月将由

市城管办-市文明办牵头!组织开展

两次不同内容的督查& 内容重点围

绕基础性工作 +经费投入- 执法保

障-)门前三包*管理-)两小市场*建

设-公厕建设-城管队伍建设和管理

等,-经常性工作+环境卫生管理-小

广告治理-市容秩序整治-示范路严

管街打造等, 及中心城区的交通秩

序管理情况- 交通设施的建设与维

护!重点路段和部位的警力布置等&

)办法*还规定!各区城管委主

任- 市交警支队支队长在每月市城

管委全会上! 分别汇报各自的城市

管理-)两违* 治理工作及交通秩序

管理情况! 由市城管委领导及成员

单位-市文明办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媒体记者等各界人士!现场

打分!排出名次!每半年汇总一次!

排名第一的奖励
"88

万元! 排名第

二的奖励
68

万元!排名第三的奖励

!6

万元&而对中心城区
"6

个乡+办,

的城市管理及)两违*治理工作的考

评改由
=

个区自行管理! 市城管委

每月表彰
6

个先进办事处 +乡,!各

奖励
"

万元! 通报两个落后办事处

+乡,! 其中川汇区推荐
9

个先进办

事处-

"

个落后办事处!市经济开发

区- 东新区各推荐
"

个先进办事处

+乡,! 月排名倒数第一的区推荐
"

个落后办事处+乡,& 凡连续
9

次被

评为落后办事处+乡,的!在新闻媒

体上给予书记-主任+乡长,-分管副

职通报批评!城管中队长予以免职&

在对市交警支队的考评管理

上! 同样由考核组现场进行百分制

打分! 获得优秀每次奖励
"8

万元!

获得良好每次奖励
6

万元!连续
9

次

被评为差时!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在

市级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检讨!市交

警支队支队长给予组织处理&

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
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

$'

岁老人$中%河中畅游

选手水中你争我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