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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1岁女大学生周倩
倩，突然被查出患上了尿毒症。
突如其来的变故，愁坏了一家
人。周倩倩家庭贫困，父母常年
在外打工，上大学后，为减轻父
母的负担，懂事的她便申请了助
学贷款。她成绩优异，每年都拿
奖学金，得知她生病后，亲朋好
友以及好心人已经为她捐了 7万
多元。

昨日上午，记者联系到了周
倩倩的哥哥周双建。周双建称，周
倩倩现在郑大一附院肾病移植科
住院。

“咋也想不到我妹妹会得这
种病！”电话中，周双建声音低沉。

周双建说，他老家在虞城县
沙集乡周庄村，父母都是老实巴
交的农民，常年在外打工供他和
妹妹上学，“2016年 7月份，我刚

从大学毕业，没想到正在上大学
的妹妹突然得了重病”。

周双建称，大约一个月前，周
倩倩出现了不能吃饭、呕吐的症
状。最初的时候，周倩倩以为自己
肠胃不好，便特意回到虞城老家
吃奶奶做的面汤。然而，在家待了
一天，她发现依然不能吃饭，她怕
奶奶担心自己，便又匆忙返回了
学校。

事后，在郑州打工的周双建
得知，妹妹回老家之前，在学校
已经多天没有吃好饭了，“从小
她就很懂事，不能吃饭的事，她
没有和家里任何人说，怕我们担
心”。

周倩倩回到郑州后，周双建
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带着她
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
周双建怎么也想不到妹妹的诊断

结果是慢性肾脏病 5期，属于肾
功能不全的终末期，也就是所谓
的尿毒症。周双建说，得知妹妹生
病后，父母也从南方返回专门陪
护妹妹。

“医生说，我妹妹必须进行肾
脏移植手术，手术费用需要 40多
万元。”周双建说，他刚大学毕业，
现在郑州打工，能借的钱都借了，
家里能想的办法也都想了，但还
是凑不够这笔费用。让他感到暖
心的是，得知她妹妹患重病后，亲
朋好友以及好心人给他们捐了 7
万多元，但目前妹妹住院已经花
了6万多元。

如果您想帮助周倩倩，可以
和 周 双 建 联 系 ， 电 话 是
13140003006，也可以和记者联
系，电话是15939087215。

晚报首席记者 翟华伟

12月 20日，2016年中国移
动全球合作伙伴的 4G业务及终
端发展论坛在广州召开。据悉，
中国移动已成为全球规模第一的
4G运营商，截至 2016年 11月份
4G基站超 140万个，在销 4G手
机超 2000款，4G客户规模突破
5亿，VoLTE用户突破3000万。

2017年，中国移动将携手近
千家产业厂商、超 70万家渠道
积极推进全民 4G，通过打造更
领先的 4G网络，推出更实惠资
费套餐，打造品质更佳、更稳
定、更安全手机，提供更为优质
的服务，实现 4G 用户超 6 亿。
同时积极推动 4G 向 4G+演进，

升级语音通话品质，规模推广高
清语音（VoLTE）业务，拉近用
户沟通距离，实现高清语音
（VoLTE）客户超 1.5亿。中国移
动将投入与市场地位相当的营销
资源，加大与产业的协同力度，
推动实现2017年市场策略。

（移动公司供稿）

中国移动发布2017年4G市场营销策略

为加强中小学校、幼儿园的
各项安全保卫工作，排查校园安
全隐患，坚决堵塞防范漏洞，严
防发生重大涉校案事件，市公安
局东方分局多措并举，全面强化
校园及学生安保工作，深入推进

“护校安园”专项行动，全面推
动校园安全防控网达标建设，确
保不发生涉校案事件。切实保障
了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维
护了校园总体安全稳定。

通讯员 裴军伟

本报讯 市区三轮车、电动
四轮车整治活动开展以来，梁园
区前进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迅
速组织人员，开展工作，收到较
好的效果。一是加强宣传，营造
氛围。召开专题会议、悬挂横幅
100 多条、发放宣传单 5000 份，
营造浓厚氛围，提高群众交通安
全意识。二是抽调人员，强化力
量。抽调精兵强将，会同运政、

城管、交警等部门，联合执法，
形成合力，极大地推动了治理工
作有效开展。三是强势治理，确
保效果。在神火大道与民主路交
叉口设立查扣点，从早到晚不间
断检查。共查扣车辆 253辆、拆
棚 114辆、训诫 334人，使三轮
车、电动四轮车治理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明显
好转。 （郑德欣）

本报讯 手机微信上转发一
则《寻人信息》，引起了在市救
助站工作的尚锋的注意。出于职
业敏感，他不禁多看了一眼，感
觉上面的这个人有些面熟。于
是，他比照近几天救助站里寻亲
的信息，一一比对后发现，从身
高和长相来看，这个人和前几天
由商丘市公安局水池铺派出所送
到救助站的走失人员很像。一番
努力后，昨日上午，他帮助家住
睢县的老人庞红金找到了走失近
两周的儿子庞涛，让庞红金一家

人喜得团圆。
昨日上午，记者在市救助站

看到了这感人的一幕。刚走进市
救助站的接待大厅，庞红金老人
就认出了坐在椅子上的儿子庞
涛，急忙走上前去，抓住儿子的
手，上下打量着儿子。“这下放
心了，谢谢救助站，谢谢公安机
关，谢谢大家。”老人高兴地说。

据他介绍，儿子庞涛是 12
月 16日在新建路与团结路交叉
口走失的，当时身穿黑色棉袄。
开始家人还以为他儿子去睢县找
他了，而他一直认为儿子在市
里。一直到 12月 24日，老人才
知道儿子走失的消息，并立即报
了警。他告诉记者，他这个儿子
病 20多年了，后来又摔成了脑
震荡，精神也有些问题。昨日上

午，他去睢县民政局查询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他，他走失的儿子
在市救助站里，于是他就急忙赶
了过来。

老人能找到走失的儿子，这
还多亏了尚锋的细心。据尚锋介
绍，庞涛是 12月 21日由水池铺
派出所送来的，当时正下着大
雨，他的身上都淋湿了。“进站
时，可能是又冷又饿，他神志不
清，我们就及时安排他住进医院
进行救治。”尚锋说。

尚锋看到《寻人信息》后，
及时进行比对，因为 《寻人信
息》上没有联系电话，只有一个
电子邮箱，他通过微信工作群与
睢县民政局联系，最终帮老人找
到了亲人。

晚报记者 吴海良

本报讯“吴记者，咱报道的
高速公路上走失的那个人找到家
了，昨天晚上家人连夜把他接回
家了。”昨日上午，市救助站工
作人员宋煜打电话，告诉记者一
个好消息。“《晚报寻亲》真不
简单，一天时间就帮他找到了家
人。”她高兴地说。

随后，记者赶到市救助站采
访。据当日值班的工作人员赵宏
介绍，12月 28日晚上 10点多，
他们接到了梁园区双八镇土楼村
丁亚林打来的电话，询问前几天

高速公路走失那个人的情况。当
天晚上近 12点，丁亚林和爷爷
来到救助站里，经核实后，前几
天高速公路上走失的人就是他的
叔叔丁位成。几天来，一家人四
处寻找丁位成，没有想到在救助
站里找到了，他们连夜接走了丁
位成。

昨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
丁亚林。他告诉记者，他是从手
机微信上看到的这篇《晚报寻
亲》的报道。一看，这不是全家
人正在四处寻找的叔叔吗？他喜

出望外，急忙拨通了市救助站的
救助热线，核实相关信息后，急
忙开车前去接人。在市救助站
里，看到走失了一个多星期的亲
人，丁亚林和爷爷都非常激动。

据他介绍，叔叔丁位成是
12月22日走失的。“几天来，一
家人愁得吃不下饭，发动亲友到
处寻找。”他说，“非常感谢救助
站的精心照顾，感谢《晚报寻
亲》记者的及时采访报道，帮我
们及时找到了亲人，谢谢你
们。” 晚报记者 吴海良

本报讯 昨日上午，中国好
人、著名书法家汪太银先生回到
老家商丘，来到位于珠江路上的
商丘好人爱心早餐点，为环卫工
人赠送了 150 件马甲，价值约
6000元。

已入花甲之年的汪太银出生
在商丘，现居住郑州，系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2015年荣登中国
好人榜。多年来，汪太银虽人在
外地，却一直情系家乡商丘，经
常返回家乡开展公益活动。谈及
开展此次爱心活动的初衷，汪太
银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关注着家

乡商丘的发展，这些年来商丘的
城市面貌变化很大，变得越得越
来漂亮了，这离不开广大环卫工
人的辛勤付出。“就是想为环卫
工人做些事，为家乡做些好事，
尽自己的一份心意。”他说。

汪太银说，自己能有今天的
成绩，离不开老家商丘人民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今后只要老家有
用得着自己的地方，他一定会竭
尽全力去做，以回报家乡父
老。

文/晚报记者 吴海良
图/晚报首席记者 魏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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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帮老人找到了儿子

市公安局东方分局

集中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

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

整治三轮车、电动四轮车措施强效果好

本报讯 49岁的虞城县谷熟
镇后园村村民蒋友芝养了1400多
只鸳鸯鸭，通常3个月左右就可以
出售，但她喂养了半年多时间，一
直没有卖出去。12月23日，本报以
《1400多只鸳鸯鸭滞销 把她愁哭
了》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报道发出后，不少读者给记
者打来电话，表示可以认购几只
鸳鸯鸭，他们表示，想尽自己的一
份力帮帮蒋友芝。在打电话表示
认购的众多读者中，还有读者特
意提供了鸳鸯鸭收购商的联系方
式。

昨日，记者再次和蒋友芝取
得了联系。蒋友芝称，自从本报报
道后，她已经卖了 300只左右，有
些是直接去购买的，有些是她送
过去的。

“谢谢京九晚报和所有好心
人的帮助，现在还有 1100多只，
快过年了，我想尽快卖出去。”蒋
友芝说。

如果您需要购买鸳鸯鸭的
话，可以和蒋友芝联系，她的电话
是15539066414，也可以和记者联
系，记者的电话是15939087215。

晚报首席记者 翟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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