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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将携手我市物业管理部门、物业管理协会等单位

开展“走进文明小区”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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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小区” 创建是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 是创建文明城市的
重要载体。 为助推我市“双创”
工作的扎实开展，切实加强“文
明小区”的建设，建设和谐、自
然、 人文、 生态的居住生活环
境， 表彰和宣传在文明城市创
建中涌现出的文明小区、 优秀
物业公司，2019年下半年，南都

晨报《文明南阳》专版将携手市
文明办、市房管中心、市物业管
理协会，在该版上开办“走进文
明小区”专栏，开展“走进文明
小区”系列报道活动，旨在宣传
和展示我市文明小区的形象和
物业公司的风采。

本次系列报道的对像为
“群众满意度达 95%” 以上的
住宅小区。 报道内容一是文明

小区建设的好做法和好经验，
二是文明小区建设所取得了
成绩，三是文明小区物业公司
的风采展示。

晨报《文明南阳》专版计
划通过半年的系列报道活动，
年底将举办一场优秀文明小
区的表彰活动。

电话：13838993978
17698377616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人
都想拥有一双漂亮的大眼
睛。 医学整形美容手术的开
展， 让眼睛变大变美已不再
是梦想。 据统计，眼部整形一
直位居整形美容手术的榜
首，达到 30%以上，其中双眼
皮、 去眼袋手术， 更是达到
90%甚至更多。

中国人的眼睛许多是单
眼皮或者小内双， 同时还存
在有内眦赘皮， 令眼睛看起
来小而无神。 双眼皮和单眼
皮相比， 前者会显得眼睛更
大、更有神。 对于爱美人士来
说，可以通过做双眼皮手术，
达到睫毛上翘、眼睛变大、变
美的目的。

眼袋是面部衰老的第一
标志，多发生于 40 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且具有遗传性。 一
般而言，成年人尤其是女性，
在 25 至 30 岁之间就会有眼
袋出现， 多数情况下是脂肪
疝出的结果。 而四十岁以后
出现的眼袋不仅有脂肪疝
出，还合并有皮肤松弛，甚至
眼睑外翻， 也有先天下眼睑
发育松弛的，从小就有眼袋。

眼袋给人无精打采和眼
部衰老感觉， 它还会使下睑
皱纹和黑眼圈加重。 眼袋长
期存在，会引起视疲劳，眼睑

外翻，流泪，结膜炎等症状，
严重影响眼部健康。

眼袋只能选择手术治疗，
做眼袋手术一定要由熟悉眼
生理解剖的专业医生进行。
对于年轻、皮肤不松弛、以脂
肪堆积为主的， 可以选择内
切口去除脂肪来消除眼袋；
对于有泪沟凹陷的， 可以选
择脂肪或者玻尿酸等其它填
充剂来改善， 不需要进行眼
袋祛除手术； 对于年纪超过
35 岁，同时伴有脂肪堆积、皮
肤松垂以及泪沟者， 需要通
过外切手术祛除眼袋， 同时
根据情况选择眶膈脂肪重置改
善泪沟的手术。 总之，祛眼袋的
术式很多， 一定要由有经验的
医生根据具体情况来设计和操
作手术，否则很容易引起各种
严重并发症。

在生活中和网络上，我们
经常会看到很多眼部整形失
败的案例： 有两只眼睛大小
不一的； 有把双眼皮做成两
根肉条的； 有做祛眼袋手术
引起下睑外翻的等等。 眼部
整形手术是锦上添花的医疗
行为， 不但需要术前和医生
反复沟通设计， 更需要高素
质的、 专业的整形美容医师
来完成。

医疗美容科电话：6326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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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金瑞矿业有限公司西峡县梅子沟金矿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西峡县金瑞矿业有限公司西峡县梅

子沟金矿项目位于南阳市西峡县二郎坪
镇二郎坪村，属改扩建项目（矿山资源整
合）；矿区中心坐标为：东经 110°38′42″，
北纬 33°34′13″。 设计金矿开采规模 6
万 t/年，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开采标高+
930m~+531m，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2.1
年。 项目不设选矿厂，产品为原矿石。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见
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tW9
XPPAcccvl8oOw71WYg，提取码：10f9

（二）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前往西
峡县金瑞矿业有限公司索取。

建设单位名称：西峡县金瑞矿业有限
公司

通讯地址：西峡县二郎坪镇二朗坪村

联系人：陶工
联系电话：13333899921
电子邮箱：1679765526@qq.com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单位、

个人或其他组织，以及关心本项目建设的
其他人员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V2GeOp

SC92hGdiQ5MDMYQA，提取码：4eli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

表发送至建设单位邮箱，或以电话、信函、
面谈等形式提出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发布和征询公众意见的有
效期限为 2019 年 7 月 30 日～8 月 13 日。

西峡县金瑞矿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30 日

河南大学青协“七彩假期”志愿服务受称赞

“七彩假期”支教活动情暖童心
“老师， 先有鸡还是先有

蛋？ ”“老师，大城市的生活是
怎样的？ ”在河南大学青年志
愿者协会七彩支教团的“七彩
假期”课堂上，方城县柳河镇
第五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写下
对世界的好奇与期待。

7 月 10 日，河南大学青年
志愿者协会七彩支教团来到
方城县柳河镇的第五中心小
学和石门小学， 开展为期 15
天的“七彩假期”支教活动。七
彩假期志愿服务项目以“七彩
假期、情暖童心”为主题，面向
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和随
迁子女，由广大团员青年以青
年志愿服务队的方式，围绕学
业辅导、亲情陪伴、素质拓展
等内容， 开展 10 天以上的志
愿服务。

本次七彩支教活动主要课
程设置包括爱党爱国、 传统文
化、自护教育、心理健康、感恩

孝亲等内容， 希望给孩子们带
来欢乐、知识与梦想。“15 天的
时间很短，我们能做的不多，只
希望能为孩子们推开新世界的
大门， 在他们心中埋下七彩的
种子。 ” 来自河南大学软件学
院的支教团成员李钧泽说。

石门小学校长乔东方说：
“此次活动开阔了孩子们的视
野， 提高了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 大学生志愿者们给孩子们
树立了好榜样，希望此类活动
能长期开展。 ”

（徐清立 田圣楠）

全国著名美容整形专家汪立川、邢新教授
8月10至11日到南阳市眼科医院示范手术并讲学

为提升医疗整形美容医生的专
业技术水平， 南阳市眼科医院定于
2019 年 8 月 10 至 11 日在南都宾馆
举办高级医疗整形美容培训班，特
邀著名专家来院讲学和手术。

培训班将邀请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装备部北京黄寺美容外科医
院原副院长兼美容外科主任、主任
医师汪立川教授，中华医学会整形
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眼整形美
容学组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修复
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整
形外科主任邢新教授授课和现场
示范手术。

欢迎从事医疗整形美容专业的
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参加培训，欢

迎爱美人士预约手术。 预约电话：
18537366763（冯医生）
专家简介：

汪立川： 我国著名的中青年美
容外科专家之一； 北京丹熙医疗美
容整形金牌专家、高级顾问。从事美
容外科临床工作 23 年， 尤其擅长
于容貌五官 、 面部轮廓整形，在
求美者美容基础条件下创造性地发
挥医生的审美技能， 最大可能地显
现美容手术效果。

邢新： 从事整形外科医教研工
作 30 年，擅长瘢痕畸形矫正、难治
性创面修复及面部美容重建， 尤其
是在应用皮瓣修复组织缺损及眼
睑美容重建手术等方面具有独到
之处。

医院地址：南阳市梅溪路 27号（梅溪路与中州路交界口向北 6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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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团成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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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专家提醒你

如何让双眼安全变美
□南阳市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 牛贺平 涂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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