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卧龙岗街道积极协调社区居民孩子入学问题

贴心服务暖人心 居民送锦旗感谢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

讯员 肖玲）日前，卧龙岗街
道中达社区业主代表将写
有“热情为人民服务 真心
为群众解难”和“无微不至
体察民情 尽职尽责关爱百
姓”两面锦旗送到卧龙岗街
道办事处，对街道及社区工

作人员为居民办实事、解民
忧表示感谢。

中达小区因房产证问
题，小区居民的孩子到入学
年龄无法正常就近入学，小
区居民在多次与开发商协
调无果的情况下，向街道及
社区反映请求帮助。街道党

工委、 办事处得知情况后，
主动与相关部门联系、对
接， 积极做好协调工作，帮
助小区居民的孩子及时办
理了入学手续。 为了向街
道党工委、 办事处表达谢
意此，社区居民代表、业主
委员会专门制作锦旗，送

到了街道办事处。“这次要
是没有街道办事处从中协
调，孩子上学的事还不知道
要等到什么时候。 ”社区居
民代表感激地说，“感谢办
事处、感谢社区真心为居民
办实事，你们真是我们的贴
心人。 ”③1

微商卖的月饼能让人放心吗
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应谨慎购买
□本报记者 王宜迪

中秋小长假

铁路客流省内为主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特约记者 赵向阳）

记者从南阳车务段获悉， 中秋小长假铁路运输
期限为 9月 12日至 9月 15日，共计 4天。节假
期间，该段预计发送旅客约 9.2万人次，整体客
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约 3万人次。客流高峰
将先后出现在节假的首日和末日， 呈现“两头
沉”现象。

今年中秋小长假铁路客流以短途为主，主
要集中在郑州、洛阳、新乡、商丘等省内城市。为
了方便短途旅客出行，9 月 12 日至 9 月 15 日
期间，南阳站每天加开郑州方向的 K5352 次列
车，9月 13日至 9月 15 日期间，邓州站每天加
开郑州方向的 K5342 次列车； 加上图定的
T6552次列车、K8006次列车，南阳地区每天会
有 4趟开往郑州的始发列车， 可以满足旅客们
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郑州方向临客开行期间，
邓州—洛阳的 4732次、 南阳—洛阳的 4706次
列车临时停运。前往洛阳方向的旅客，可以选择
乘坐 K536次（深圳—洛阳）、K426次（宁波—洛
阳）、K756次（广州—洛阳）列车，出行环境都很
宽松。

为了确保旅客顺利出行， 南阳车务段管内
各站加强售票组织，实行弹性售票，根据客流情
况适时增加“2小时发车”“互联网取票”“短途列
车”等售票专口，同时抽调业务骨干为旅客办理
自助取票、购票咨询、出行规划等协助服务。 此
外， 各个车站也会继续加强实名制验票和安检
查危工作， 努力为旅客营造平安有序的出行环
境。目前，铁路部门对去往郑州方向的旅客严格
执行“逢包必检、逢液必查、逢疑必问”的安检手
段，坚决把危险品堵在站外车下。 ③1

中秋节将至，不少市民
都会选择购买月饼作为应
节食品。 而众多的月饼商
家，也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推
出了不同种类的“网红月
饼”。这些网红月饼因为“颜
值”、口味特别等原因，在网
络上拥有着不俗的销量。记
者采访多位微商后发现，他
们售卖的月饼多数打着“健
康”“网红”等吸人眼球的概
念，让很多人了解到月饼并
不是一成不变，也是富有个
性色彩的，这确实能吸引一
些注重健康和喜欢尝新的
消费者。

“往年， 我都是从超市
购买月饼的，今年从朋友圈
买。 ”市民严女士说，最近听
很多朋友说，在朋友圈买的
月饼挺好吃的， 而且价格
也算实惠。 最关键的是她
被广告中的低糖、 无添加
剂等健康食品的宣传所吸
引， 图片中的月饼样式精

致，包装精美，看起来很有
食欲。而且还可以直接在微
信圈中比较价格，质量和口
感也可以向朋友圈咨询，感
觉方便不少。

记者采访多位市民了
解到，私人烘焙主打无添加
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低糖
等“健康牌”，还可定制个性
化口味比如无糖月饼等；而
一些代理月饼销售的微商
则主打“网红牌”，流行什么
卖什么， 创新什么卖什么
等；与此同时，他们不仅会
发一些实物图片，有的还会
发一些视频，让你对月饼有
全方位的了解。

“我平时喜欢烘焙，通
过微信朋友圈，把自己做的
蛋糕、 面包等卖给朋友们，
到了中秋节就会做一些月
饼卖， 做了几年生意还不
错。 ”一位做烘焙的微商说。
有不少市民看重了微商月
饼的健康安全，同时也有不

少市民提出了担忧，由于多
数“私房月饼”缺乏监管，像
原材料选择、 卫生条件、食
品保鲜等方面看不见摸不
着，不免有些不放心。

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市场监管
部门在节日期间主要是重
点对商场、 超市等流通领
域的食品质量进行抽查检
验。工作人员提醒：朋友圈
里售卖的食品大部分是无
厂名厂址、 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的“三无”产品，没有
质量保证， 且由于是“朋
友”之间的私下交流，对日
后维权也会产生不便，建
议市民尽量不要通过微商
购买手工自制的月饼，避
免产生安全问题。 如果网
购月饼， 要选择具有食品
生产经营资质、 品牌信誉
度高、 产品质量稳定的商
家， 购买产品后要保留购
物凭证， 这样要是事后发
现问题，也可以维权。 ③1

80%人群患过颈肩腰腿疼

北京宣武疼痛教授唐元章坐诊南石医院
时间：9 月 20、21 日；预约电话：15838710980

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以
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长
期电脑操作、伏案工作、玩手机、开
车等不良姿势，导致颈肩腰腿痛发
病率进一步升高并有向低龄化发
展的趋势，据统计，全球 80%人群
患过颈肩腰腿疼， 主要表现为头
痛、颈痛、眩晕、肩痛、腰痛、上肢或
下肢疼痛、麻木，甚至影响饮食、睡
眠，中风偏瘫，严重降低生活质量。

去年， 南石医院成为首都医
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疼痛中心示
范基地医院， 每月北京疼痛专家
教授到院一次（两天）， 查房、坐
诊、手术，经过半年努力，受到患
者好评。 应部分患者要求，9 月 20

日、21 日，将再次邀请北京宣武医
院疼痛中心教授唐元章到院坐
诊，由于时间有限，患者需提前预
约并做好检查。

唐元章教授精攻：1、颈椎病：
颈型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颈
性眩晕、颈源性头痛、神经根型颈
椎病。 2、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
狭窄症、腰背肌筋膜炎，腰椎小关
节紊乱症，脊神经后肢痛。 3、肩周
炎、膝关节病、网球肘、踝关节炎
症等各种关节疼痛疾病。 4、三叉
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舌
咽神经痛、 蝶腭神经痛等各种顽
固性疼痛疾病。 5、股骨头缺血坏
死早期。 ③1

刘清华：疼痛科（颈肩腰腿痛）主任，主任医师
曾在南京、天津、郑州、沈阳、广州、上海、扬州等各大医

院疼痛科进修学习，临床经验丰富，对疼痛科的常见病、多发
病及难治性疼痛疾病有较高的诊疗水平，擅长诊疗各型颈椎
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强直性脊柱
炎、股骨头缺血坏死、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三叉神经痛、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各种疼痛性疾病。对与脊柱相关性疾病
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有独到的见解，并总结出一系列独特的治
疗方法，受到广大患者的好评，在国家级杂志及国内核心期
刊上发表论文十多篇，获南阳市科技进步奖 2 项，为疼痛科

学科带头人。
擅长：运用多种微创技术相结合，治疗各型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病、腰

椎间盘突出症、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缺血坏死、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三叉神经
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各种疼痛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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