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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气象
台获悉，今起三天我市以晴天
或多云为主，受冷空气影响，今
明两天风力较大，气温有所回
落。

春暖花开的日子甚是惬意，

不过呼啸的西北风要打破这份
平静。市气象台于昨日14时42
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我市
当日平均风力5级左右，阵风6
到7级。据市气象台工作人员
介绍，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今明
两天我市风力依然比较大，气温
也有所回落，好在天空条件不

错，以晴天或多云为主。今天白
天最高气温24℃，明后天气温维
持在23℃上下。

气象专家提醒大家，大风天
气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
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
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
物品，遮盖建筑物资；行人注意

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
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
留；有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防
火。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间晴
天 ，西 北 风 4 级 左 右 ，24 至
15℃。明天，晴天间多云，西北
风4到5级。后天，晴天间多云。

赵雅欣，女，2014年08月12日
出生，2014年08月底被遗弃
在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宋庄
村路边，2014年08月底至
2017年01月07期间由赵占
启代为照顾，2017年01月07
由平顶山市公安局轻工路分
局送往平顶山市社会福利院
收养。特征：方脸、大眼、皮肤
白皙，当时身上有伤，生命垂危。

楚慧研，女，2017年03月
09日出生，2017年03月28
日被遗弃在平顶山市稻香
路一简易房中，当日由平
顶山市公安局矿工路派出
所送往平顶山市社会福利
院收养。特征：长脸、细长
眼、皮肤稍白，随身有一纸
张，写有出生日期为2017
年农历二月十二。

褚玄明，男，2016年 12
月 09日出生，2017年
04 月 09 日被遗弃在
平顶山市新华区高庄
村口，当日由平顶山
市公安局矿工路分局
送往平顶山市社会福
利院收养。特征：方
脸、细长眼、皮肤白
皙、先心病。

褚俊哲，男，2017 年 03
月 27 日出生，2017 年
04 月 11 日被遗弃在平
顶山市神马大道社会
福利院门口，当日由平
顶山市公安局轻工路
分局送往平顶山市社
会福利院收养。特征：
圆脸、细长眼、皮肤稍
白。

弃婴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和《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
法》规定，现将暂时抚养在平顶山市社会福利院的四名婴幼儿的情况公告如下：

以上婴幼儿的年龄均由平顶山市社会福利院推测所
定，望以上婴幼儿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刊登之日
起，60日内前往平顶山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无人认领
者，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幼儿，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地址；平顶山市神马大道18号院
邮编：467001 电话：0375—6150838

平顶山市社会福利院
2017年4月20日

□本报记者 李霞

在新华区西市场街道矿前
街社区矿后街小区，一位好媳妇
10多年悉心照顾双目失明的婆
婆，她，就是矿后街小区居民曹
爱景。

孝顺媳妇人人夸
昨日上午，在矿前街社区工

作人员郑倩的带领下，记者来到
曹爱景家。走到小巷口，听说记
者要采访曹爱景，几位正坐在一
起聊天的邻居感叹说，曹爱景的
婆婆可真是个有福之人，摊上个
孝顺的儿媳妇。

曹爱景家是一处平房，屋子
不大，里面摆着大立柜、三斗
柜、沙发等老式家具，收拾得格
外整洁。曹爱景有事外出，只
有她丈夫周根党和婆婆孙秀娥
在家。孙秀娥虽然双目失明，
可看起来精神矍铄，说起话来
声音洪亮，完全不像一位年过
八旬的老人。

“我总对孩子说，要对爱景
好点，平时家务活能帮她多干
点就多干点，我也不知道积了
什么德，有这么个懂事孝顺的
媳妇……”孙秀娥老人告诉记
者，她双目失明10多年了，媳妇
对她好得很，邻居亲戚们都很
羡慕她。

周根党今年47岁，是平顶
山天安煤业四矿绿化队的工
人，因患有强直性脊柱炎，不能
干重活。曹爱景与丈夫同岁，
没有工作。周根党母亲双目失
明，周根党说这么多年来，家里
家外多亏了妻子照料。

无怨无悔照料婆婆10余载
据了解，10多年前，孙秀娥

因患病导致双目失明。刚开始
失明那两年，老人因为双眼看不
见心里着急，经常会因为一点小
事发脾气。曹爱景总是耐心地
劝导、安慰婆婆。只要她有空，
就将婆婆搀扶到外面晒太阳，让
她与邻居们聊天。天气不好的
时候，她怕婆婆待在家里着急，
就找来一些毛衣毛线，让婆婆拆
拆衣服缠缠毛线打发时间。

周根党感慨地说，10多年来，
母亲的吃喝拉撒，妻子爱景都尽
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一日三
餐，她换着花样给母亲做好吃
的。母亲爱吃一种叫“糖角儿”的
甜糕点，她便经常给老人买，让

老人平时当零食吃。 去年2月
份，老人因为膀胱炎动了手术，
住院的那一个多月时间里，妻子
更是床前床后忙个不停……

婆婆身体好就是一家人的
福气

郑倩告诉记者，天气好的日
子，她也经常看到曹爱景搀扶着
婆婆晒太阳，有时还会看到曹爱
景一手拎着小马扎，一手搀扶着
婆婆去澡堂洗澡。婆婆走不快，
还要走一会儿坐在马扎上歇一
会儿，曹爱景就站在旁边耐心地
陪着。

昨日下午，记者电话中与曹
爱景聊起她为何对婆婆这么好

时，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其实
真是两好搁一好，她之所以对婆
婆好，主要是她嫁到这个家后，婆
婆待她也像亲女儿一样好。10多
年来，她与婆婆没有红过脸吵过
架，她与丈夫有时会拌个嘴生个
气什么的，婆婆总是向着她。尤
其让她感动的是，当年她怀着女
儿时，有一次婆婆与邻居聊天，无
意间听说孕妇一般都爱吃饺子，
婆婆立刻冒雪上街买来大葱和
肉，专门包饺子给她吃。

“婆婆身体好，就是我们一
家人的福气。”曹爱景说，每个人
都会老，她作为儿媳，孝顺婆婆
是应该的。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区多家
旅行社了解到，尽管距离“五一”小
长假还有一个多星期，但目前“五
一”出境游报名活动已接近尾声，其
中东南亚成为最受宠的出境旅游目
的地。

市区中兴路北段一家旅行社的
王姓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五一”
小长假出境游线路中，市民报名最
多的分别是越南、泰国、柬埔寨等线
路，如越南芽庄5日游短线出境线
路，价格仅2000多元，性价比高，报
名人数达20人左右，而泰国普吉岛
线路，由于名额有限，早已报满。

据市区一家旅行社负责人李芳
介绍，签证政策放宽成为市民报名

“五一”出境游的主要原因之一，如
泰国游，受今年2月初实施6个月
免签证费延长政策利好影响，报名
人数远多于往年同期。

据悉，近年来，小长假出游已成
为不少出境游爱好者旅游生活中的
标配。据某旅游网数据显示，“五
一”小长假多数游客出游天数为5
至7天，大多数人选择节前3天拼
假。今年“五一”假期为4月29日
至5月1日，前后无需调休上班，市
民可利用年休假，轻松调出4天以
上的假期。

除了时间相对充裕，性价比高
也是今年“五一”出境游趋火的重要
原因。因为四五月为每年出游淡
季，“五一”出境游价格与平日相比
并无较大变化。

因为“五一”出境游报名人数较
多，业内人士提醒，近段时间海外安
全事故多发，市民在出境游时需特
别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多关注官方
旅游提醒。

□记者李霞/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如今走进社区内好像
是逛画展，看着心里头可舒畅了！”
昨日上午，在新华区西市场街道优
胜街社区优胜街小区“居民道德文
化漫画长廊”边，社区居民李玉芝
开心地说。

记者看到，这道新设立的“居
民道德文化漫画长廊”有30多米
长，由6幅巨大的卡通漫画组成，漫
画长廊以米黄色为底色，配有五颜
六色的漫画人物及宣传标语。漫
画分为“尊老爱幼”、“邻里和睦”、

“爱岗敬业”、“邻里和谐”等6个部
分。

优胜街社区有关人士告诉记
者，一个多星期前，为了美化社区
环境，社区专门与西市场街道城管
科一起，设立了此道“居民道德文
化漫画长廊”。文化长廊设立后，
每天都有不少居民在此驻足观赏。

“五一”出境游
东南亚线路最受宠

优胜街社区设立
“居民道德文化
漫画长廊”

昨日，优胜街社区，刚刚完工的
“居民道德文化漫画长廊”吸引居民
驻足观看。

大风来袭 气温稍降

好媳妇曹爱景：照料失明婆婆10余载

→昨日上午，市区
优越路与中兴路交会处
附近，两市民吃冷饮降
温。当日，我市出现 27
摄氏度高温天气，一些
年轻人购买冰糕、冰激
凌等冷饮降温。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昨日，保洁员在用铁钩清理河床砖缝里的垃圾。当日，记者在市区西杨村
河上游的河道里看到，负责保洁的城管职工用自制的铁钩等工具，仔细地将嵌挂
在河床砖缝里的垃圾和杂草一一钩出。这位保洁员告诉记者，每天把自己负责的
河道“梳理”一遍需要三四个钟头。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气温飙高
冷饮登场

河道保洁像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