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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项城一官员大闹校园被免
如此教导孩子： 为座位爸爸被免职，你要争口气
看条形码可识别
奶粉原产地？

“为你的座位爸爸被免职，你要努力学习争口气。”9月12日，河南
项城市人大办公室副主任刘建立被免职后，如是对自己的孩子说。
日前，网友发帖称，刘建立为其孩子座位调动问题，酒后大闹项城
二中。此事经报道后，引起社会的关注，刘建立也因此被免职。

【回顾】人大官员校园“咆哮”
9月7日 ，网友“周口 人 2008”发帖
称，9月6日下午5点左右，项城市人大办
公室副主任刘建立， 因其孩子座位问
题，醉酒驾车闯入项城二中校园。
发帖人表示，当时刘建立点着校长
的脑瓜子，嘴里不干不净地咆哮，直到
教育局和人大的领导过来才消停。网帖
随附的一段视频可清楚听到一中年男
子“谁来都不中，看看能咋着”的声音。
9月8日上午，记者电话联系到了事
件当事人——
—项城市人大办公室副主
任刘建立。刘某称，“确有此事，我只是去
学校给孩子讨个说法。目前，本人和学
校已经达成谅解。”
据刘建立讲，自己孩子高度近视，只
是想让孩子往前坐坐，但学校一直没有
解决，到学校也只是为孩子讨个“说法”。
另外他本人也不是什么大官，就是一名
普通的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有人把事

质监部门否认
不久前，一篇《通过条形码前缀
可辨识奶粉原产地》的网帖在华声论
坛等社区被网友们广为传播和热议。
最近，质监部门对于用条形码来辨识
奶粉原产地的方法做出澄清。
网传的“奶粉原产地识别方法”，
是指看奶粉外包装的 条 形码 前缀 。
“
00-09代表美国与加拿大；45-49代
表日本；690-694代表中国大陆；489
代表中国香港；760-769代表瑞士；
940-949代表新西兰；87代表荷兰，93
代表澳大利亚……”
不少网友跟帖表示， 按照帖子
中提供的方法进行查询之后， 发现
自己购买的原装进口产品都属于国
内生产。
最近，广州市质监局的相关人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条形码不能
说明国产还是进口。 这位负责人介
绍，产品条形码前缀数字对应的是产
品注册国，而不是原产国，前缀码其
实指的是分配和管理有关厂商识别
代码的国家(或地区)和编码组织。
据了解， 目前国际物品编码协
会已将690至695之间的前缀码分配
给中国大陆物品编 码中 心使 用 ，即
开头部分是“690”至“695”之间的条
码是某商品的生产商 (或经销商)在
中国大陆地区 申 请的 商品 条 码。所
以条形码是否“69”开头并不代表产
地是否在中国，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
时还需注意产地的说明， 以及结合
其它标注。
■中国广播网

情经过录成了“视频”还放到了“网上”。

【进展】被免职后要孩子争口气
9月12日16时，刘建立告诉记者，事
件被报道后，项城市委研究决定对他进
行免职处理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我愿意接受组织处理。”刘建立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这个年纪，不会上
网，其实事情被传到网上前，已经通过
协调解决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刘建立认为造成现在结果的原因
是最早项城贴吧里的网帖“极其失实”。
“现在谁不知道，这事对我身心造
成很大影响。”刘建立表示，自己现在在
北京养病，虽然项城贴吧里的网帖已经
删除，但他已将项城贴吧里的网帖打印
下来，委托律师处理，并在贴吧里发表
声明。
刘建立说，他孩子的座位现在还没
调整，仍坐在倒数第二排。“我跟孩子说，
为你座位的事你爸都被免职了，你要努

河南项城市人大办公室副主任刘建
立咆哮校园的视频截图。
力学习， 争取考个100分， 给你爸争口
气。”
■综合河南商报

恃权骄纵小心造就“二世祖”
前不久在长沙发生大学生开车撞
人事件， 肇事者声称拿百万摆平此事，
最近又有李双江之子开宝马车打人，叫
嚣“不能打110”。富二代们的骄纵越来越
露骨，怕是与他们的成长环境脱不了干
系。违章三十多次的无证车还好好地跑
在马路上，公然开着套牌车游走大街小
巷，其背后是父母为富二代提供的所谓

“牙痛”病老犯

良好成长环境，让他们认为：与钱权相
比，法律、道德无足轻重，大事小事均
可摆平，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凭权力金钱张狂的父母很难造就
谦逊的子女， 譬如这位河南官员大闹
校园事件，因自己的身份为孩子争位，
被免后还愤愤不平不知悔改， 难道就
不怕自己的孩子也像他一样恃权力骄

纵，最后成长为“二世祖”么！
您有话说，欢迎登录新浪、腾讯华声评
■文/黄炜信
论官方微博(@华声评论)。

警惕三叉神经痛作怪

痛失一侧大牙 才知并非牙痛

“细胞刀”治疗三叉神经痛，彻底告别伪“牙痛”
本报讯 临床统计结果显示， 三叉神经
痛中老年人多发，女性占多数，一般于 40 岁
左右发病，其发病右侧多于左侧。 近年来，三
叉神经痛的发病出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
据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中心熊
铁龙主任介绍：三叉神经痛多表现为一侧面
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放电样剧
烈神经痛，在发病时，说话、刷牙或微风拂面
时都会导致阵痛难忍， 患者常因此不敢擦
脸、进食，甚至连口水也不敢下咽，严重影响
患者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因此，素来就有“天
下第一痛”之称。
目前，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细胞刀”
高新技术已能完全治愈三叉神经痛。 长期以
来，作为湖南省内最先引进“细胞刀”高新技
术的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医疗中心
已成功收治数千例三叉神经痛患者。

痛失一侧大牙才知并非牙痛
“来这里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牙痛，
痛得厉害的时候想死的心都有。 两年下来一
侧的大牙被拔了四颗，可是前段日子正带客
户参观，这左半边脸就疼得变了形……吃了
止痛药也没用，晚上觉都睡不了！ 结果来这
免费热线：12580 呼三湘都市报

里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牙痛病！ ”刚做
完细胞刀手术的 34 岁患者张先生回忆。
后经该中心专家给张先生做了常规检
查后，运用细胞刀系统进行检测，确定三叉
神经节的疼痛部位后，以射频热凝的方法仅
20 分钟便成功地对病变神经进行了毁损，
同时也完全摧毁了疼痛病变，折磨张先生多
年的病痛得以祛除。

“细胞刀”治疗三叉神经痛，彻底告
别伪“牙痛”
据熊铁龙介绍，长期以来，国内对三叉
神经痛病的治疗主要依赖药物和传统手术
治疗，疗效均不够理想。 目前效果最好的就
是“细胞刀射频热凝疗法”，也就是利用射频
物理高温作用于神经节、神经干和神经根等
部位，使其蛋白质凝固变性，从而阻断神经
冲动的传导。 另外，专家提醒：三叉神经痛容
易与牙痛、青光眼、偏头痛、三叉神经炎、舌
咽神经痛、三叉神经半月节区肿瘤、面部神
经痛等疼痛疾病混淆，所以一旦出现不适症
状，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避免延误病情。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为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该中心特设立健康咨
询 专 线 0731 －88612387， 咨 询 QQ：
1256775011 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

细胞刀治疗帕金森立竿见影，5 年
病痛一朝解除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作为湖南首家引
进“细胞刀”高新技术的医疗单位，从 2001
年 3 月至今， 已先后为 4000 余例帕金森病
及三叉神经痛患者施行了“细胞刀”手术，使
患者术后即刻消除了手脚僵直、颤抖、疼痛
等症状，达到了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 据了
解，康复患者中年龄最大的 88 岁，最小的 23
岁，出院后生活质量均大大提高。
在采访中，该细胞刀医疗中心专家还为
我们讲述了一位 65 岁的女性患者通过细胞
刀手术告别帕金森病痛的真实案例，患者 5
年前就被诊断为帕金森病， 开始时双手发
抖，靠吃药来控制。 但近年来病情逐步发展，
药物已无法控制病情， 开始出现右脚僵硬，
双手颤抖等症状，生活自理都很困难。 因为
担心开颅手术使自己变瘫或神志不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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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愿意手术治疗。 经家人反复做工作，
患者终于接受手术。 通过脑部微创手术，运
用精密的计算机系统对病灶进行准确定位，
再利用射频电凝加热技术一次性毁损病灶
细胞。 在完全清醒和无痛苦的状态下，患者
颤抖的双手恢复了正常， 腿脚也变得灵活，
五年的顽疾转眼获得改善。
据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医疗中
心专家介绍，由于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年龄
因素及长期精神压力等，都可能导致帕金森
病症状的出现。 近年来，该病发病年龄有年
轻化的趋势，在门诊经常能见到四五十岁的
帕金森病患者，这些患者往往生活压力比较
大，自我要求也高，患病以后比老年患者更
加痛苦。 因此，专家强调：对于帕金森病，尽
早识别是防治该病的重要前提，虽然帕金森
病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 但是并不可怕，
只要及时发现、系统治疗，不仅能减轻患者
的症状，还可延缓疾病进程。 为更好地为患
者服务，该中心特设立健康咨询专线 0731－
88612387， 咨询 QQ：1256775011 为大家提
供咨询服务。
■记者 劲佳 通讯员 罗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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