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3℃！昨迎今年首个高温日
今天高温继续 或有雷阵雨突袭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昨
天是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午
后， 扬州大部分地区气温都突
破35℃大关。其中，主城区达到
35.3℃。昨天下午，市气象台继
续发布高温报告， 今天或将出
现强对流天气。

据昨天下午4时，市气象台
发布的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多云， 局部有时阴有
阵雨或雷雨， 今天夜里多云转

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4
级左右， 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
时阵风8-9级， 早晨最低气温:
25℃到26℃， 白天最高气温 :
35℃左右。 明天阴有阵雨或雷
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 早晨最
低气温:23℃到24℃， 白天最高
气温:31℃到32℃。 后天阴有时
有阵雨或雷雨，早晨最低气温:
22℃到23℃， 白天最高气温 :
30℃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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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漫水公路提档升级改造工程施
工需要，为保证工程施工质量及安全，
需对县道X311（漫水公路）实行封闭施
工，现公告如下：

一、 封闭施工范围：K0+000-K5+
900(东起运河大桥加油站 ，西至庄台
河桥） 半封闭施工、K5+900-K11+315
（东起庄台河桥，西至杨庄河桥 ）全封

闭施工。
二、 封闭时间：2018年5月20日至

2018年7月10日。
三 、封闭施工期间 ，除本工程施

工车辆外禁止一切机动车 、 非机动
车和行人通行 ， 私自通行者自行承
担 由 此 带 来 的 工 程 损 失 及 行 为 后
果 。

四、封闭施工期间，需要通过的车
辆和行人经S333新民滩特大桥绕行 。
给过往群众和过往车辆带来不便 ，敬
请谅解。

特此通告
高邮市交通运输局

高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5月14日

通 告

北京酒品香陈年老酒收藏馆

咨询电话：13439348090 13962106002 联系人：张先生
乘车路线：99、26、86、89、18、32、88路珍园站下车即到
活动地址：扬州市文昌中路459号
珍园对面萃园城市酒店（冠芳园）二楼2279室

斥 资 现 金 收 购

1953-2018年53度茅

台酒、五粮液、洋酒、老药

酒及2000年以前名酒、

冬虫夏草、老阿胶、老钱

币、安宫牛黄丸等。

原装箱老茅台价格更高

活动时间：2018年5月16日-5月20日（8：00-18：00）

茅台年份（年）
2012-2018
2011-2006
2005-2000
1999-1996
1995-1992
1991-1987

茅台年份（年）
1986-1982
1981-1978
1977-1973
1972-1967
1966-1962
1961-1953

价格（元）
1200-1400
1500-2100
2300-3500
4000-5500
6800-7900
8200-9800

价格（元）
1.25万-1.45万
1.5万-1.9万
2万-4.5万
5万-10万
10.5万-30万
面议

品 相

全品相 不跑酒

全品相 不跑酒

全品相 不跑酒

全品相 不跑酒

全品相 不跑酒

全品相 不跑酒

品 相

全品相 不跑酒

全品相 不跑酒

全品相 不跑酒

全品相 不跑酒

全品相 不跑酒

全品相 不跑酒

为方便市民可上门回收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昨天下午，
在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液科
病房，历经六个多小时，扬州志愿者王
永为一位德国白血病患者成功捐献了
334毫升富含造血干细胞的混悬液 。今
天， 这份饱含扬州志愿者深深爱意的
“生命种子”将随德国工作人员“飞”往
德国， 挽救一位德国白血病患者的生
命。据悉，王永是我市首位涉外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也是我市第27例捐献者，
此外，他还是我省首位捐献给德国患者
的志愿者，全国是第5例。

昨天下午2时40分左右， 捐献正式
开始，王永的脸上挂着笑容。他说：“有
些兴奋。不久，我的造血干细胞就可以
救治另一个在遥远国度的素不相识的
人 。” 捐献直到昨晚8时50分许才结
束，整个过程比较顺利。王永说，为了捐

献过程顺利，他的生活虽然没太大的改
变，但是更加注意生活的规律性，注意
让自己不受凉，不生病。从10日到15日，
整整6天，为跨国救治另一个生命，他全

力以赴。
据悉， 造血干细胞采集完毕后，需

要及时运送到患者所在医院，及早注入
患者的体内。今天德国将有专人前来领

取这份“生命种子”并送到患者所在的
医院。由南京到北京，再到德国。由于造
血干细胞属于特殊物品，在出境时不可
使用X线照射查验， 检验检疫工作人员
要在现场审核造血干细胞与中华骨髓
库获批的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内
容是否相符，并认真查验造血干细胞及
其包装有无泄漏等异常情况，通关手续
很快，可以说是“绿色通道”。

据了解，王永是我省第36例涉外捐
献造血干细胞， 以前有志愿者为美国、
韩国等地患者捐献过造血干细胞。

当天，市红十字会负责人为王永颁
发了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感谢他
的爱心。 他是全国第7322位捐献者。王
永说：“我很高兴， 能救治另一个人生
命。 我希望他能重新开启生命之旅，活
出精彩。”

爱是什么？家住刘集镇刘集村汤庄组的
徐永军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在妻子陶
兰被诊断为肝硬化晚期时，他几乎没有丝毫
犹豫，便为妻子捐出了自己的右半肝。用行
动诠释了他的爱情观： 爱， 就是要与她同
“肝”共苦，共度余生。

老徐生性内向，寡言少语。多年前，经人
介绍，与妻子陶兰结缘，随后走入婚礼殿堂。
婚礼上，他憋红了脸，才对陶兰说出了一句：

“我会对你好。”婚后，两人相濡以沫，虽不富
裕，却从未红过脸。2011年的一张诊断书，打
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陶兰得了肝硬化。

为了不增加家庭负担，思考后，陶兰选
择用传统药物做维持性治疗。然而，药物治
疗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陶兰也因病情加
重，被转至江苏省人民医院治疗。

“想要挽回陶兰的生命， 就只有肝移
植手术这一种方法 。”医生说 。想到家庭负

担 ，陶兰决定继续药物治疗 ，放弃肝移植
手术。

徐永军却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他要
分出自己的肝，重燃妻子生的希望。怕妻子
不同意，一直到配型成功，将术前准备全部
做完，这才将妻子接到病房，等待手术。如愿
以偿的是， 手术后供受体双方恢复良好。病
房里，两人的床位被安排在了一起，老徐奋
力地伸出手，紧紧握住了妻子。

扬州王永昨为德国人成功捐献334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跨国捐献 挽救德国白血病患者

昨日，记者
从江苏省文明网
获悉，4月份“江
苏好人榜”已发
布，扬州共有2人
上榜，分别是李
同志、徐永军，一
位是15年来风雨
无阻坚守爱心助
学岗位，一位是
捐肝救妻诠释动
人爱情。

十几年来,他资助的贫困学生遍布扬州
城乡 ,有的已学有所成 ,工作在大江南北 ;有
的正在大学苦修学业; 有的还正在高中、初
中就读……他就是扬州市天韵琴筝有限公
司总经理、 扬州市琴筝协会副秘书长李同
志。多年来，他用持续不断的爱心,改变了许

多孩子和家庭的命运。
2002年,借着国家发展的大好时机,李同

志创办天韵琴筝有限公司,经过多年打拼,已
成为了扬州市琴筝行业的“标杆”。

2003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李同志看到
了关于贫困地区失学孩子的报道。“孩子那

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深深牵动着我的心 ,这让
我毅然地加入了爱心助学的队伍。” 李同志
说。15年来 ,李同志累计捐资60多万元 ,帮助
了200多个孩子。 不少人在李同志的帮扶下
少了泪水 ,多了欢笑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甚
至改变了命运。

2018年4月“江苏好人榜”发布

扬州再添两位“江苏好人”
本报记者 丁蕾

实习生 吴瑶

在未核实对方真实身份情况下 ，
不要轻易把个人信息泄露给对方 。遇
到干部、军官、高管等人找对象一定要
留个心眼， 切莫被对方高大上的身份

迷昏了头脑。 想要拆穿这些骗子的花
招并不难， 只要独自去骗子所谓的单

位核实或者报警求助即可。 若遇到对
方要求借钱等涉及财物的情况， 一定
要找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商量， 以免上
当受骗。

江都警方公布一起恋爱诈骗案

“爱的骗局”骗走女子上百万
嫌疑人包装为“成功人士”频繁变换身份多名女子上当

打着“恋爱”的幌子，一男子变换各种身份，向女性受害人行骗，
累计诈骗金额高达120万元。近日，江都警方公布一起诈骗案详情，
犯罪嫌疑人龙某已被抓获归案。

近日， 一名中年妇女向江都警方
报案，称自己被人骗走了13万元。通过
询问， 民警了解到， 骗走钱的是她的
“男朋友”龙某。

受害人是一名离异妇女， 和龙某

在微信上相识并发展成为男女朋友 。
龙某自称是一名大学主管后勤的中层
干部。而受害人有一独子，龙某表示能
帮助其子找到好的工作， 并先后向受
害人索要打点费共计13万元。然而，13

万元交给龙某后， 迟迟没能等到好消
息。 受害人多次询问， 龙某都敷衍了
事，受害人起疑。接警后，警方查获龙
某的住处并迅速赶赴现场， 看到龙某
正用几台手机、 电脑登录微信与不同
女子聊天，聊天内容颇为暧昧，这些女
子竟然都是龙某的“女朋友”。

警方透露，龙某现年54岁，确实是
离异状态。龙某交代，起初自己只是想
通过微信结识一些女子， 后来发现女
子比较容易上当受骗， 再加上自己没
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便开始以“恋爱”

的名义行骗。经查实，先后有多名女性
受害人被骗，累计金额达120万元。

龙某供述，自己曾经当过厨师，开
过饭店，也在某学校担任过大厨。行骗
时，他会变换身份，有时候是领导，有

时候是老板。为了更符合自己“成功人
士” 的身份， 龙某购买了大量名牌服
饰，看起来颇为光鲜亮丽，他还租住了
一个高档小区， 并按揭购买了一辆宝
马汽车， 再加上交往过程中龙某颇为
大方， 故而受害人很难发现自己上当
受骗。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刑暄 法宣 张玉峰

“干部”男朋友竟然是骗子

民警调查发现， 龙某同时有着多
名女朋友， 并且其中大部分都和他有
经济来往。 民警查看龙某的微信黑名
单，发现还有几名被拉黑的女子，通过

账户流水发现， 这些女子也都曾向龙
某转账过。

在受害人中， 民警发现有一名女
子被龙某骗了100万元。这名受害人在

微信上认识了自称“生意人”的龙某。
两人恋爱后， 龙某表示自己认识一家
单位， 需要资金周转， 能予以高额回
报， 继而劝说受害人借出100万元。直
到警方与其取得联系时， 受害人才知
道自己被骗了。

女子沉浸“爱情”里，被骗百万元

频繁变换身份，多人遭诈骗

警方有话说

居民搬离“服务区”
他们服务“不断档”

公道镇花园社区志愿者热心“微公益”

公道镇花园社区以社区党
员为主导， 激活多种社会服务
潜能，面向居民征集“微心愿”，
聚合志愿者力量做 “微公益”，
尽可能地满足社区居民多种生
活诉求，即使服务对象已搬离，
不在“服务区”，但以往征集到
的“微心愿”依然有效，服务不
“断档”， 受到了集镇居民的点
赞。

“这个路上的下水道不通
畅，经常堵塞。每到夏天雨季，
连续降雨后， 总是雨水伴着污
水外溢，臭气熏天，影响了我们
的生活， 希望社区重视一下。”
今年3月，社区党员志愿者在走
访居民时， 北小街老街上的居
民这样反映。

公道镇北小街是一条百年
老街，当年限于条件，只是修了
条简易的下水道， 集镇居民的
生活污水排入下水道， 时间一
长，各种杂物堵塞严重。社区也
曾找有关部门疏通过， 但由于
财力有限，清理下水道只好“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清理后会好
一阵，过一两年，“旧病”复发，
照样污水外溢。

听了居民的反映， 社区党
总支书记刘云成觉得， 像以往
“外科手术式”的清理已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原来简易的
下水管道管径小，破损率高，这
次应该请工程队重新施工，铺
设新的下水管道， 增加雨水收
集井， 同时将管道接入集镇主
管网，统一处理后达标排放，一
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于是，社区

将此事上报区委组织部， 争取
党建专项资金中的为民办实事
项目的支持。 区委组织部对此
十分重视， 很快解决了工程项
目所需的资金。4月份， 重新铺
设的下水管道终于完工。5月1
日至7日，连续几次大雨，下水
管道再没有出现污水外溢的情
况，老街居民对此十分满意。

80多岁的蒋老太是社区空
巢老人，行动多有不便。社区党
员干部上门走访时，老人表示，
她十分孤独， 盼望年轻人多上
门看看，哪怕不做家务，陪她聊
聊天， 排解寂寞也是好事。于
是， 便有一群志愿者经常来到
老人家， 帮助洗衣服、 做饭烧
菜，陪老人聊天。

孙学英就是这些志愿者中
的一员，她身后有个助老团队，
有理发师、按摩师等。孙学英学
会了量血压， 自学弄懂了好多
养生保健常识， 掌握了按摩手
艺， 这让她在服务老人时如鱼
得水。 平时， 老人们有什么需
求，志愿者会及时上门服务。社
区有位百岁老人， 原来居住在
集镇花园社区好长时间， 一直
有志愿者上门免费理发、 剪指
甲、按摩。后来，老人搬到了方
巷镇黄珏集镇居住。 虽然这位
老人已不在“服务区”，但志愿
者们觉得服务不能 “断档”，以
往征集的“微心愿”依然有效。
于是一群志愿者相约来到老人
新的居住地， 不打折扣地继续
为老人提供服务， 乐得老人合
不拢嘴。 亚卿 艳玲

植法治树 造清风林

邗江区司法局开展廉政教育

本报讯 （胡迪） 近日，邗江区司法局组织系统全
体党员干部集中参观省级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平山
堂，接受先贤清廉之风、忠义之气的洗礼和熏陶，加强
党员干部反腐倡廉意识。

随后，全体党员干部来到槐泗镇开展“清风护林”
行动，为小树苗培土、浇灌，挂上许愿卡片，一名年轻党
员表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既要做好生态护林员，更
要做好党的“护林员”，落地落实、落细落小全面从严治
党各项举措，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昨天，扬州迎来了首日高温天气，并且气温继续攀升，不少市
民购西瓜去夏热。 濮良平 摄

15年来捐资助学不辍回报社会

用爱燃起妻子生的希望同“肝”共苦

王永正在捐献造血干细胞。丁云 摄

C:\library\RB\RBA06\05$16\RBMSB01516C.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