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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日 星期五社会新闻·广而告之 本版编辑 李清玉 韩冰

说起“微笑列车”，来自桐柏县60岁的
唇腭裂患者王大妈手术后激动万分：“一辈

子抬不起头，没想到，老了老了，把头扬起

来了。”

唇腭裂患者明明的妈妈对孩子的手术

效果很满意，她诚恳地说：“谢谢口腔医院

的医生和专家，让孩子活得更自信。”

为了让患者满意，作为“微笑列车”的

实施单位，市口腔医院付出了很大的努

力。该院连续五年被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

和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口腔医学会授予“微

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优秀项目合作

医院”荣誉称号，连续四年被授予“微笑列

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突出贡献奖”荣誉

称号。被省、市慈善总会分别授予“慈善医

院”、“优秀项目合作单位”荣誉称号。因

此，微笑列车项目医学指导委员会把2018
年“微笑列车唇腭裂患者集中手术活动”第

一站地点选在市口腔医院。

这是一项功在千秋的事业，需要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为此，市口腔医院在此次

的集中手术活动结束后，仍然接受符合手

术条件的唇腭裂患者来院免费治疗。市口

腔医院将在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中华口

腔医学会、中华慈善总会和省、市慈善总会

的大力支持下，努力实现南阳市唇腭裂患

者免费手术全覆盖，让所有唇腭裂患者在

手术后获得自信，绽放出美丽灿烂的笑容。

感谢“微笑列车”让我们新生

2018年5月27日～29日，“微笑列车”唇腭裂患者集中免费手术活动在南阳市口腔医院开展。
这是一次水平高、规模大、救助人数多的大型慈善活动。

此次活动，得到了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口腔医学会、微笑列车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河南省慈善总会、

南阳市慈善总会的直接参与和支持，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武汉大学口腔医院等医院的知名口腔专家作为

志愿者参加活动并主刀手术。

在短短的三天里，来自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符合手术条件的66名唇腭裂患者，在市口腔医院得到免费治
疗，其中患者年龄最小的3个月，最大的60岁。社会多方的努力，共献爱心使这些患者绽放出自信的笑容。

原国家卫生部领导看望唇腭裂患者

通讯员 高艳红 摄

美国微笑列车中国项目负责人薛揄（右二）查看病房

通讯员 张全胜 摄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傅豫川教授为患者手术

通讯员 汤晓雨 摄

市口腔医

院院长刘中寅

介绍微笑列车

项目实施情况

通 讯 员

高艳红 摄

信息快报�
南阳理工学子
全国赛事夺冠
本报讯（记者范志钦）在日前举行的全国

第八届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总决赛上,
南阳理工学院代表队从206支队伍中杀出重
围，夺得一等奖。

南阳理工学院代表队由电子商务学院市

场营销专业学生雷亚勤、宋莹莹、孙诗旋、魏思

梦组成，在喻冬冬、王玉莲、卜森三位老师的精

心指导下，以《“艾”上养生——南阳市民艾草

类产品养生态度调研》作品从省赛中脱颖而

出，进入总决赛，并最终取得一等奖。

近年来，该校不断加大创新教育培养，通

过各种专业技能竞赛，提高学生技能素质，实

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

的良性循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⑥4

举办安全讲座
预防溺水事故
本报讯（记者曹立峰 通讯员朱珂珂 袁

泽晓）5月30日上午，市二十三中邀请南阳蓝
天救援队6名专家走进校园，为七、八、九年级
4000多名学生举行两场以“珍爱生命 预防溺

水”为主题的夏季安全教育讲座，进一步提高

学生夏季防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减

少溺水事故的发生。

当天上午，救援队主讲老师通过对近年来

国内外发生的游泳安全事故典型事例进行剖

析，还就学生如何防范游泳安全事故的发生及

如何自护自救知识进行讲解，并通过现场演示

溺水如何自救、指导学生演练溺水急救、游泳

趣味问答等方式同学生们互动，现场气氛活

跃，掌声不断。⑥4

帮扶贫困儿童
彰显大爱情怀
本报讯（记者石张楠 特约记者张栋察）5

月31日，方城县开展“代理妈妈”与贫困儿童
认亲结对献爱心活动，13名“代理妈妈”为30
名优秀贫困儿童捐赠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

并为每名贫困儿童资助现金500元。
该县已连续21年开展“代理妈妈”活动，

关注儿童的生存、生活和发展，139个单位、119
家企业和1256名爱心人士纷纷参与，多种形

式的“代理妈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2696
名失去单亲或双亲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流

浪儿童、贫困儿童、孤残儿童送去资金帮助和

亲情照顾。⑥5

增开4趟列车
方便旅客出行
本报讯（记者石张楠 特约记者赵向阳）5

月31日，记者从南阳车务段获悉，铁路部门新
增商丘往返南阳（西峡）间始发普速列车4趟，
最多单趟办理15个火车站客运业务。

6月8日起，铁路部门新增郑州往返商丘、
商丘往返南阳（西峡）始发普速列车，实行日常

图、周末图开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两地及周

边县市旅客出行需求。郑州—商丘K8004/3
次每日开行；商丘—南阳K8005次逢每周日、
一、二、三开行，南阳—商丘K8006次逢每周
一、二、三、四开行；商丘—西峡K8011次逢每
周四、五、六开行，西峡—商丘K8012次逢每周
五、六、日开行。

铁路部门提醒：新增列车具体车次、开行

日期、停靠站等信息均以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

心12306网站或各大车站公告为准，请旅客关
注相关车次，合理安排出行。⑥5

警情快递

本报讯（记者方旭）“充75元送
200元话费，充100元送300元话费？”
近日，不断有读者反映，使用网络平

台充值话费出现问题。

居民李先生反映，微信群里的张

女士不断向他推销手机充话费送话费

活动，告诉他移动、联通、电信号码都

可以使用。经不住张女士软磨硬泡，

李先生充了75元话费，并立即接到了
某网站发来的短信，提示充值75元成

功，可当200元话费使用，并可以在某
网站购物。然而，李先生发现拨打电

话前，需要在手机上下载专用软件，拨

打后也不是立即接通，还需要回拨、响

铃后才能接通呼叫方的电话，信号也

不是特别好。李先生要求退款，但对

方宣称一经售出不予退款。

市消协相关负责人提醒，网络消

费投诉、取证比较麻烦，一定要提前了

解清楚详细条款，以免上当受骗。⑥5

网上充话费需谨慎

本报讯（记者陈大公 通讯员姚

文武）近日，一货车司机因暴力妨碍

执法，被方城警方刑事拘留。

5月27日12时30分，方城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治超中队民警在拐河镇治

超卡点执勤时，发现付某驾驶的一辆

货车涉嫌超载，执勤人员遂示意该车

停车接受检查。付某将车停下后，锁

上车门离开，拒不配合检查。14时，执
勤人员准备用工具技术开锁，付某遂

赶到现场，用钥匙遥控把车门打开。

后付某拒不服从交警指挥，欲驾车逃

离现场。执勤人员驾驶车辆拦截，付

某驾驶其货车撞击拦截车辆，导致执

勤人员受伤，拦截车辆受损。之后,付
某逃至叶县境内时被警方抓获。⑥3

妨碍公务执法被拘

受委托，南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对南

阳市新华书店（部分）房屋租赁权进行公

开出让，公告期自刊登之日起10个工作
日。

一、出租标的基本情况

南阳市新华书店此次所出租房屋，

位于南阳市华山路中段，建筑面积约

3680平方米(含主楼面积3237平方米，配
楼面积443平方米)

二、出租标的用途要求

要求承租方对承租的房屋用于酒店

(住宿、餐饮)经营；经营活动必须经地方
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并向出租方报备同

意，不得进行违法活动和扰民行为。

三、出租年限与租金挂牌价

出租年限6年，租金挂牌价为45.6万
元/年，标的前三年年租金按此次竞租实
际成交价计算，第四年起租金每年递增

5%，租金由出租方按照双方约定的条款
足额收缴。

四、租金交纳方式及履约保证金

租金一年支付一次，先付款后使用；

标的承租人须缴纳履约保证金30万元，
成交后与首期租金一并交纳。

五、对意向承租人的资格要求

要求意向承租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法人企业，具备酒店餐饮经营管理

资质，注册资金不低于1500万元人民币

有三年以上经营管理经验，在河南省内

经营不低于20家品牌连锁酒店，具有成
功的酒店管理经验和较大连锁经营规

模。此标的投资经营必须是意向承租企

业直营店，竟拍当日意向承租企业法定

代表人必须到场。

六、交易方式

若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

向承租人时，采用拍卖的交易方式组织

交易。

七、其他需披露事项

1.标的原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
优先承租权。

2.意向承租人需自行到标的所在地
实地勘察，登录南阳市产权交易中心网

站查看详细招租方案及相关文件，确定

有承租意向者请持有效证件到南阳市产

权交易中心报名，并交纳交易保证金人

民币100万元整(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不成交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南阳市民服务中心3号楼
515室

电话：0377-61176158
0377-61176159
http://www.nycqjy.cn

南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8年5月31日

南阳市新华书店（部分）房屋租赁权

出让公告

本报讯 （记者孙冰）5月31
日，卧龙区教育系统举办第四届

师生才艺大赛颁奖典礼暨优秀节

目展演。活动现场，来自全区30
多所学校的师生们用不同的表演

形式，展现了卧龙区广大师生良

好的精神风貌和健康向上的审美

情趣。

此次大赛历时3个多月，从城
区到乡镇，从六千名教师到十八

万学生，都积极参与其中。参与

此次大赛的音舞类节目1392个，
美术类作品360件，参加决赛选手
2586名。决赛先进行声乐、器乐、
舞蹈和综艺比赛；后进行绘画、书

法、工美类比赛，大赛共评出金奖

321名，银奖472名，铜奖795名。
同时还评出优秀艺术论文7篇，优
秀艺术工坊5个。赛后，卧龙区青
少年宫还组织了20余块美术类金
奖作品展板在校际间巡回展览；

10余个音舞、综艺类金奖节目在
颁奖会上展演。⑥3

右图：才艺展演现场

本报记者 孙冰 摄

师生展才艺 快乐庆六一

唇腭裂是一种常见的先天性发育畸形疾

病。大部分腭裂患者还可能伴有不同程度的

骨组织缺损和畸形，在吮吸、进食及语言等生

理功能障碍方面远比唇裂严重。唇腭裂只有

通过手术和规范的序列治疗才能得到康复。

但是，很多贫困家庭往往因经济困难没有及

时治疗。

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微笑列车”作为

美籍华人王嘉廉发起设立、全球最大的唇腭

裂慈善机构，自2000年“驶进”南阳以来，先后
为 2.2万名唇腭裂病人进行了免费修复手

术。手术量占全国项目手术量的1/20。
活动期间，国家、省有关部门领导、国际

组织负责人和市领导出席活动并看望手术

患者。

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高级副总裁兼中国

项目首席代表薛揄在市口腔医院查看了手术

室和病房，仔细检查术后患儿的愈合情况，深

感手术的严谨和精致，称赞口腔医院的手术

做得好。她说，社会关爱是唇腭裂患者心中

的阳光，大家的努力将使他们的人生更加

美好。

社会关爱是唇腭裂患者心中的阳光

本报记者 任晓雯 通讯员 钟一平

此次活动，同时吸引了全国顶尖的口

腔外科专家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救助唇腭

裂患者。

三天的时间，全国知名专家武汉大学

口腔医院傅豫川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医院石冰教授、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朱洪

平教授所带领的专家志愿者团队，和南阳

市口腔医院专家一起，为唇腭裂患者进行

免费手术。在南阳的日子里，他们来不及

看南阳的山水，以平均每天20多台手术的
工作量坚守在手术台。同时，他们举办讲

座，为来自全国8个省份的41名口腔颌面
外科医生进行手术示范和技术培训，提升

全国唇腭裂手术医生的技术水平。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傅豫川教授、四川

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石冰教授对南阳的技

术水平称赞有加。石冰教授称赞口腔医

院唇腭裂手术量惊人，在微笑列车项目的

发展当中，起到了积极的龙头作用。傅豫

川教授多次到市口腔医院进行学术交流，

他说，口腔医院在多年的磨炼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其唇腭裂手术水平达到全国

先进水平，非常了不起。唇腭裂患者术后

还有进一步修复的序列治疗，我们有理由

相信，市口腔医院会把这些工作做得更

完美。

南阳唇腭裂手术技术非常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