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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仪征老太刘凤兰，在苏北人 兰的大儿子张世华还历历在目。“9月的
民医院病房度过了104岁生日。4年前， 一天夜里，母亲睡觉时，突然喊胸口疼
老太因心脏停跳入住苏北人民医院并 痛，且右腹也出现了疼痛感。”让家人害
接受手术治疗。两周前，老太因呼吸困 怕的是，伴随着疼痛，老太还出现了抽
难在当地医院多次住院。想起几年前苏 搐症状。
张世华将老母亲送到苏北医院治
北医院的“救命医生”，老太的家人赶紧
将她送到苏北医院治疗。在医护人员的 疗，医生检查发现，老太心率失常，快的
时候每分钟跳动达到290多次，慢的时
细心呵护下，老太恢复良好。
0多次。苏北医院心血管内科主
心脏骤停，医生救回 候只有3
任医师顾翔介绍，更危险的是，老太还
回忆起4年前的那一次急救，刘凤 出现了心脏骤停。

外地老人打车昏迷
昨日下午，杭
本报讯 （ 记者 孟俭 ）

集苏果超市附近，一坐在出租车内的老
人突然昏迷不醒。
知情市民刘先生称，见老人昏倒，
出租车司机想将老人送医，又发现气不
够了，担心去加气时间耽搁，非常着急，
这一幕被交警七大队杭集中队民警看
到，用警车将老人送医。随后，记者了解
到，被送至医院的老人60多岁，外地人，
目前仍在进一步救治中，初步怀疑乘车
时突发疾病。 （ 请报料人下周四五来领

□

抢救成功后，顾翔为老太进行了心 次入院。经过治疗，目前刘老太已经康 赶在我退休前，为老太更换一次起搏
脏起搏除颤器安装手术，手术持续了一 复。借着这次契机，老太家人制作了一 器。”
个半小时，成功挽救了刘老太的生命。 面锦旗，对全体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提起刘老太的长寿秘诀，张世华表
给百岁老人安装心脏起搏除颤器，当时 “没想到患者家属如此信任我们。” 示，母亲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整天乐
顾翔得知老太即将过104岁生日，带着 呵呵的，不爱烦神。提及母亲的饮食，张
在我省尚属首例。
世华透露，母亲每天早上喝一碗含20多
再次入院，帮她贺寿 科室医护人员为老太精心策划了一场
生日会。当生日蛋糕出现在刘凤兰面前 个品种的杂粮粥，吃一个包子和一个鸡
半个月前，刘老太身体出现了肺部 时，老太笑开了花。
蛋（不含蛋黄），中午一碗面条，晚上是
感染等疾病，在当地医院反复治疗没有
顾翔预计，老太的心脏起搏器还能 稀粥加一个包子，饮食总体偏清淡。吃
好转，而且精神也变差了。家人想起当 用4-5年，而刘老太和家人也早早“预 过饭，老太会自己去楼下公园散散步。
年的“救命医生”顾翔，赶紧带着老人再 订”了下一次手术，“ 老太家人说，希望
通讯员 苏宣 记者 王诗韵

茛 昨晚 7 时 20 分 ， 运河西路先锋广场路段 ，
维修人员冒着严寒抢修360度球形探头 。

半挂车侧翻
食用油流成小溪

本报讯 （ 通讯员 吴爱昌 陈帆帆 记者 刘
旺 ）昨天凌晨，233国道江都段，一辆装载食用油

的半挂车侧翻，油脂在公路上流成了“小溪”，给
来往车辆带来安全隐患。江都公路部门立即出
动，联合清除了路面油污。
据了解，发生侧翻的车辆是淮安籍。昨天凌
晨3点多，货车行至事发路段时，为避让行人紧急
刹车，车辆失控发生侧翻。车厢里装载的食用油
倾倒在路面上，有不少包装破损，油脂流出来，汇
聚成“小溪”。路过的车辆车轮碾压过后，路面上
形成了一条12米长的污染带。
事故发生后，货车司机报警，并说明了路面
被污染的情况。警方立即联系路政和公路养护部
门前去处理。经过三小时的努力，到天亮时，散落
的货物被成功转移，道路也恢复正常通行。

信息费20元 ）

3楼漏水
惊现大型水幕墙
本报讯 记者 孟俭 昨日中午，沙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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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内昨举行一场生日会
救命医生为104岁老太庆生
□2018

）

三村5栋，有一栋楼外墙有水流下，整个
墙面如一个大型水幕墙。居民担心有人
家中漏水，报警求助，随后警方赶至，找
▲昨晚8时30分, 为了文昌中路早日恢复通行 ， 施
到阀门关闭，初步怀疑3楼住户家中的水 工人员加班加点铺设窨井盖
。
管冻裂。
昨日中午，市民刘先生来电称，沙北
本栏目摄影 董学国 杨福才 严锦勇 汤恒进
三村5栋东侧墙面，大量的水流下，已将
墙体浸湿。刘先生说，一开始小区居民看
故处理过程中，华某却不见了，民
到地面有积水，还以为一楼哪家泼的，后
警多次通知他来到警队配合调
发现一直在流，感觉不太对劲，朝上面一
查，他都置若罔闻。经过鉴定，事
看，发现水来自3楼的住户窗边，从那里
发时华某血液中乙醇含量达到了
开始有水流下。见状，一小区居民报警求
140mg/ 100ml，属醉驾标准。随
助，随后辖区派出所民警赶至，到3楼敲
后，警方将华某列为网上逃犯。
门，却无人应答。随后，民警开始寻找进
“你是不是和我们警方打过
近日，一男子来到江都区公 证，工作人员让我来开个身份证
户管道阀门，最终找到了该户居民自来 安局巡特警大队公交警务站办理
交道？”公交警务站内，值班民警
水管道所在的阀门，及时将阀门关闭。 临时身份证明。民警查询后却发 明。”值班民警热情地接待了男
子，并根据男子提供的姓名展开 向华某询问。华某想了一阵告诉
目前，警方正联系3楼户主，具体损
男子竟是网上逃犯，此前不仅 查询，一查吓了一跳：这名男子华 民警，自己曾经多次被交警通知
失还在统计中。（请报料人下周四五来领 现，
去警队处理事故，但一直都没有
醉驾，还与他人产生肢体冲突。目 某居然是在逃的网上逃犯！
信息费20元 ）
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原来，2016年10月，华某中午 去。华某表示，当初事发后自己就
近日，一名中年男子来到了 饮酒后驾驶摩托车与一辆面包车 赶去南京打工了，根本不知道事
江都区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公交警 因行车发生了矛盾，双方一言不 情会是那么严重，“从来没想到我
务站，告诉值班民警自己是来开 合产生冲突，发展成了打架斗殴。 会成为网上逃犯！”目前，本案正
身份证明的，“ 我来车站买票，现 随后，警方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并 在进一步审理中。
通讯员 蕈漩 记者 赵雅琼
在车站实行实名制，我没带身份 对华某进行了抽血检验。就在事
本报讯 （ 记者 崔根元 ）昨天中午12
凌晨5点左右，事发时有人上早班
点左右，平山北路与小官桥路交会处发
路过，发现起火报警。很快，民警
生一起轿车和电动车相撞事故。
和消防队员便赶到现场，将火成
目击市民告诉记者，事发时一辆轿
功扑灭。由于发现及时，火势并没
车从一家企业内向外开。就在这时，一辆
本报讯 （ 记者 崔根元 ） 昨天 料称，杨寿镇境内临近244省道有 有蔓延，过火面积不大。至于着火
电动车正好路过，两车避让不及撞在一
起，电动车倒地，30岁左右的男骑手身 凌晨5点左右，杨寿镇境内一家电 一家店铺凌晨起火了，店门前被 原因，周边有市民表示，事发时店
上有多处明显外伤。现场有人报警后，受 动车店铺起火，导致部分电动车 烧得一片乌黑，还有被烧毁的电 内有电动车在充电，怀疑是因为
动车框架。报料市民告诉记者，他 充电时间过长导致的。目前，具体
伤男子被赶来的救护车送往医院。目前， 被烧毁。
昨天上午，有市民向本报报 在现场了解到，事发时间是当天 原因还有待警方调查。
事故责任认定还有待警方调查。（请报料

办临时身份证明
一查竟是个逃犯

两车相撞
男骑手受伤

电动车店铺凌晨起火

加收15元手续费
两家代售点被查

本报讯 （ 通讯员 朱丹 记者 刘旺 ） 近日，南
京铁路公安处扬州派出所民警从旅客处了解到，
他们在代售点买火车票时被加收10-15元手续
费。昨天上午，民警查到了两家违规的代售点，并
对其处罚，令其限期整改。
扬州所副所长朱伟告诉记者，昨天上午，民警
对两家出售高价票的代售点突击检查。在检查中，
两个代售点经营者都承认，每张火车票加价
10-15元出售。民警随即对他们进行处罚，并对查
获的13张即将出售的高价火车票进行整改，要求
代售点不再高价出售。记者了解到，代售点出售的
火车票每张最高只能收取5元手续费，如果高于5
元则被视为卖高价票，是违法行为。如果发现不法
分子高价倒卖火车票或高价代购火车票，应及时
向铁路公安部门举报 。 24小 时 举 报 电 话 ：
0514-80456248。

施桥船闸
年通过量超3亿吨
本报讯 通讯员 蒋 ■ 林玲 陈晓佳 2017
（

）

年，施桥船闸通过船舶总量3.294亿吨（其中货物
通过量2.606亿吨），同比增长12.5%，继2014年至
2016年连续3年通过量超2亿吨后，首次超过3亿
吨，实现船舶通过量的新跨越，再创全国内河船
闸运行纪录，全年42次日通过量超过100万吨。在
过闸费让减20%的首年超额完成规费征收任务，
总计减免航运企业和个体运输船员过闸费
3360.05万元。
人下周四五来领取信息费20元 ）
防备。民警确定他们行踪后，于近日奔
赴广西，将张某和李某抓获，并带回高
邮审理。
再次来到高邮后，张某和李某对
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张某交代，他在
打工时了解到江苏比较富裕，于是和李
某专程从广西坐火车来到扬州，在高邮
两名广西籍男子，从家乡坐火车 却发现店门虚掩着。王先生暗叫不好， 也一样，怀疑是同一伙人所为。警方又 和江都多个乡镇实施盗窃。他们挑选路
来到扬州，在高邮和江都实施盗窃，窃 赶紧进店查看，发现存放在抽屉里的 调阅了案发店铺周边的监控视频，发 边的店铺，确认夜晚店里没有人看守
得2万多元后回家。近日，高邮警方锁 数千元营业款已经不见踪影。王先生 现两名男子形迹可疑。警方对这两名 后，撬锁盗窃，共窃得财物价值2万多
昨天下午1时许 ，一名外地口音的老 定了这两名嫌疑人，奔赴广西将他们 赶紧报警，车逻派出所民警接警后，来 男子展开调查，很快就确定了他们的 元。他们认为自己远道而来，没有人认
识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怀疑到他们头
太走到沙南一村迷路了 。 曲江派出所民 抓获并带回高邮审理。
到店里展开调查工作。
身份：广西籍男子张某和李某。
警通过户籍网 ，联系到老太家人 。 原来 ，
高邮市车逻居民王先生在镇上开
民警发现，这起案件和另一起案
此时，张某和李某已经回到了广 上，没想到刚回到老家，钱还没来得及
老太是盐城人 ，到扬州儿子处刚两天 ，出 了一间店铺，不久前的一个早晨，王先 件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临街的门面房 西家乡，他们认为自己作案神不知鬼 花就被抓住了。目前，本案仍在进一步
门就不认识路了 。
惠宇 摄
生像往常一样来到店铺里开门营业， 被盗，且都是门锁被撬开，撬锁的方式 不觉，警方不会找得到他们，因此毫无 审理中。通讯员 王晓杉 记者 刘旺

两男坐火车来扬盗窃
刚回到老家就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