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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高三女孩帮父亲炸油条突然晕倒!!!

!

晚报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马东雷 文
!

图

本报讯 西华高三女孩张静珂在帮父

亲炸油条时突然晕倒!双手伸进油锅!被热

油浇了一身" 张静珂全身深度烧伤面积达

.34

以上!目前在驻马店济南军区第一五九

中心医院!烧伤专科医院"治疗"

#事情发生在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

"

月
3

日是学生返校的日子! 但到了晚上

张静珂还没有到校& 我给她的家人打电话

询问情况!才知道她被烫伤了& '张静珂的

班主任刘老师说!她聪明好学!成绩突出!

如果没有意外! 考上一所好大学肯定没有

问题&

(张静珂的父亲身体不好!靠走街串巷

卖油条为生& ' 张静珂的舅舅杨富坦说!

"

月
3

日!孝顺的张静珂帮父亲炸油条&她在

锅前站了不到
!

个小时突然晕倒! 双手一

下子伸进热油锅&油锅倾倒!一锅热油浇在

张静珂身上& 张静珂当场昏迷&

(由于离漯河市人民医院较近!家人就

将孩子送到那里救治&一天后!孩子被转到

驻马店济南军区第一五九中心医院& 医院

诊断孩子全身深度烧伤面积达
.34

以上& '

提起外甥女的不幸遭遇!杨富坦泣不成声&

(孩子入院后!已花去十多万元& 由于

家庭困难! 张静珂的父母已无钱为女儿治

疗!陷入了困境&'杨富坦说!希望爱心人士

关注这个可怜的孩子!帮帮这个孩子&如果

您愿意帮助她!请与张静珂的父母联系!手

机号码是)

!"553-!!-67

*

,"-3563.5"6

&

女儿欲放弃高考照顾双亲

父母为女儿送药路上遭遇车祸

!

晚报记者 姬慧洋

本报讯 很快就要高考了!

莘莘学子都在进行考前的最后

冲刺&然而!为了照顾在车祸中

受伤的父母! 西华县一高女孩

理敏却欲放弃参加今年的高

考&

"

月
-3

日!理敏谈起即将

到来的高考!眼里满是泪水&

为女儿送药路上遭遇车祸

3

月
-.

日下午
"

时许!理

敏的父母在给女儿送药的路上

遭遇车祸&

(都怪我! 我如果不打电话

说自己头疼!父母就不会来给我

送药!也不会遭遇车祸&'理敏一

边帮失去自理能力的母亲排便!

一边自责& (孩子!咋能怪你呢!

都是俺俩拖累了你& '理敏的父

亲哭着说&

(儿子的右小腿和左臂都

是粉碎性骨折! 儿媳的盆骨也

是粉碎性骨折& 他们住院以来

已经花了
-8

多万元!除了肇事

车辆的车主给的两万元外 !其

余的钱都是孩子在村里挨家挨

户借来的& '理敏的爷爷说&

女儿欲放弃高考照顾双亲

(我在家里是老大 !弟弟妹

妹都还小& 此外!我家里还有一

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爷爷的母

亲"& '理敏说!高考有可能改变

人的命运!她非常渴望参加& 但

为了父母!她别无选择&现在!大

妹妹已经辍学!跟她一起照顾父

母&

(俺妈的盆骨粉碎性骨折!

现在已经做了两次大手术!里面

全是钢钉& 医生告诉我!如果不

给我妈置换盆骨!损伤部位会出

现股骨头坏死的病状&俺爸的腿

现在还没有知觉!医生说如果长

时间没有知觉就要考虑截肢&不

管以后会怎样!只要能救俺爸俺

妈!我做什么都愿意& '理敏说&

昏迷中的张静珂

牛野性发作疯狂乱撞 民警开枪将其制服
!

晚报记者 徐松

本报讯 一头牛挣脱缰绳见人就撞!撞

伤数名村民++这是
"

月
-8

日发生在郸城

县南丰镇蒿庄行政村杰针园村的惊险一幕&

接警后!郸城县公安局民警果断开枪将牛制

服&

"

月
-8

日
!"

时许! 杰针园村居民王银

行养殖的一头牛挣脱缰绳逃脱! 四处乱撞&

村民企图将其制服!但未能成功!遂报警求

助&

接警后!南丰镇派出所民警快速赶到现

场!发现该牛仍处于亢奋状态!并已撞伤数

名村民& 考虑到附近学校就要放学!情况危

急!民警潘民建迅速向该县公安局领导汇报

现场情况& 郸城县公安局领导指派值班人员

宋照臣*王高峰*王民*段军廷立即到现场进

行协助& 随后!民警将牛引至麦里!在保证射

击环境的情况下!开枪击中牛的前腿!牛应

声倒地& 线索提供 朱金光 孔德鑫

本报征集小记者商家联盟
为了给小记者提供多样化的增值

服务! 同时增加商家品牌效益及影响

力!即日起!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联盟商家等各类(合

作伙伴'!欢迎社会各界积极与我们联

系!让周口晚报小记者团架起我们互动

的桥梁!实现合作共赢&

一!征集对象

书店#影城#景区#休闲场所#美食

餐饮#民生服务#文化艺术#科学教育#

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品牌连锁机构等

青少年相关用品$

二!合作条件

!/

有独立法人资格%过硬的服务质

量和接待能力&

-/

具有良好的信誉品牌'在周口乃

至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3/

为小记者或家长提供各项专属

优惠!免费%半价或其他优惠"'且有利

于小记者的成长和发展&

三!招募程序

!/

向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提

出申请&

-/

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工作

人员现场参观'商谈合作事项&

四!权责事项

!/

相关权益

一旦成为(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

盟或活动基地)'将享受品牌宣传和推

广的各项优惠$

在*周口晚报+小记者报,及小记者

官方微信平台对联盟商家或活动基地

宣传介绍&

-/

相应义务

(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盟或活动

基地)有效期一年& 服务质量自觉接受

媒体监督'并提供品质优良之服务& 若

一年期间出现两次以上家长# 学生投

诉'并经媒体核实'取消其商家联盟及

活动基地资质&

五!联系地址及洽谈热线

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地址-周口市

周口大道报业大厦
!!

楼' 联系电话-

!3"5---88!7 !3"5---8887

&

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盟对小记者的优惠措施"

!/

快易典专卖店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文明路房管局

楼下快易典专卖店购买商品可享
5

折优惠'电话-

9-35997

&

-/

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六一

路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报名龙班或精品班可享受优惠'电

话-

9--8995

&

3/

九阳生活馆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文明路九阳生活

馆购九阳产品可享
5/"

折优惠'电话-

9-389--

&

6/

雪狼网球俱乐部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市体育馆'可免

费体验网球运动一次'报名学网球可享
5

折优惠'电话-

953-555

&

"/

神墨教育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六一路神墨学校学

习 ' 赠送奖学金卡
"8

元 ' 可抵减报名学费 ' 电话 -

!"93.-55!5-

&

./

美特斯邦威童装
:00100

!项城专卖店 "'地址 -项

城市西大街曙光婚纱摄影西侧 & 凭小记者证店内新款商

品可尊享
9/"

折优惠& 电话-

,3983569-89

7/

卡琪屋童装-凭小记者证到六一路小学东
"8

米路南

卡琪屋童装专卖店消费'可享受
7

折优惠'并送麦子+手工精

油皂一块& 电话-

9"3595"

小记者商家联盟征集中..

因为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