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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了，别忽视孩子的“逃离”】

盐城女孩高邮会网友
家人求助 民警帮找回

本报讯 （通讯员 红军 记者 刘旺 ）7月
10日下午6时，来自盐城的阿香一家人来到
高邮武安派出所，请求帮忙寻找离家七八
天的女儿。
经了解，阿香一直在外工作，对女儿小
霞关心较少，小霞留在家里和爷爷一起生
活。7月9日，爷爷打电话告诉阿香，小霞七
八天前离家外出，一直未归。阿香赶紧回
家，在整理女儿房间的时候，发现有一张便

条，上面写着一个网友的名字和地址，推测
女儿可能来到了高邮。
值班民警了解情况后，查到该网友的
家庭住址，于是带着阿香一家赶到高邮乡
下该网友的家，但是到达网友的家时，发现
这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住在这里了，邻居
们也不知道这家人搬去哪里了。后来民警
又找到当地村干部，通过村干部联系上该
网友的亲友，得知他们现住在蝶园广场附

一男游泳时猝死
本报讯 记者 孟俭

（
）昨晚7时多，一市民
来电称，汤汪一30多岁男子游泳中出现不
适，送医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据一知情人称，该男子正在一水池游
泳，突然出现不适，被发现后及时送至附近
医院救治。遗憾的是，送到医院时，该男子已
无生命体征。
目前，初步怀疑是游泳时心脏不适猝
死。不过，具体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请

报料人下周四五来领信息费2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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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上培训班 深夜出走

少年江边迷路 田头睡着

近一小区内，民警又驱车赶到蝶园广场，经
过4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在该小区内找到
了小霞。民警将小霞带到派出所，并对其进
行耐心教育劝导，直至昨天凌晨，小霞终于
同意跟母亲回家。
民警提醒家长，父母要关注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父母要和孩子多交流，暑期最
好安排孩子和父母生活一段时间，增加亲
子之间的感情。

本报讯 （ 记者 孟俭 ） 昨日 家暂住，没想到他前日夜间偷偷
凌晨3时多，在沙头一蔬菜田 溜了出来。
边，驱车赶往批菜的几位商贩， “走到江边迷路了，又往回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一男孩正 走。”杜先生说，可能是走累了，
睡在田边。
这孩子居然就在蔬菜田边睡下
“蚊虫那么多，他竟然睡着 了。
了。”商贩杜先生说，一开始他
随后，根据男孩提供的手机
们以为是菜农的孩子，没想到 号码，杜先生联系上孩子的母
菜农赶来后，说不认识这个孩 亲。半个多小时后，孩子的亲戚
子。随后，他们将孩子叫醒，得 赶来将其接回。 （请报料人下周
知这孩子今年13岁，因不肯上 四五来领信息费20元 ）
培训班，被母亲送至沙头亲戚

昨晚8时，在
润扬路奥都岗 ， 西
瓜摊竟然设在斑
马线上 ， 不但影响
交通 ， 自身和顾客
的安全也存在隐
患。
本栏目摄影
仲桂林 王正霖
王举保 刘惠宇

摩托车碰倒电动车 骑手受伤
人脸识别“认出”肇事者

昨日，高邮警方通报了一起通过人脸识别系统
破获的交通肇事逃逸案。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2点58分，高邮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接“110”指令称：“万金路日报社西侧50米
处，摩托车与电动车相撞，人受伤，需要救护。”
接警后，事故处理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
置，经查：一方当事人宋某（女，53岁，高邮人）驾驶
一辆电动车，被悬挂“D36XX”号牌的二轮摩托车
碰倒，宋某受伤，而摩托车驾驶人竟弃车离开现
场。
处警民警现场调查完毕后，立即通过交管综合
应用平台查询有关“D36XX”号二轮摩托车的信息，
运河邵伯湖汪家 结果发现悬挂在摩托车上的号牌是假牌，无法查到
京杭大运河上邵伯船闸出台汛期新规
窑、梁家港航段 任何信息。于是，警方另辟蹊径，安排人员调阅现场
产 生 了 较 大 横 和沿途监控，采集交通肇事者的人脸图片，提交给
流，给船舶航行 高邮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做系统比对。很快警方通过
安全构成威胁。 人脸识别系统分辨出疑似交通肇事者为胡某（男，
本报讯 （ 通讯员 辜凯 刘浩然 记者 姜涛 ） 为了保障汛期过往船队能够及时通过京杭运河 51岁，该市送桥镇人）。
昨天，京杭大运河上邵伯船闸出台汛期新规，对 邵伯湖行洪区域，有效减少船员的经营成本，邵
警方当即联系胡某，他于次日来到交警大队城
为其他船队提供非营利性助拖过湖的拖轮实行 伯船闸制定了《关于汛期互助拖轮优先过闸的 区二中队配合调查，并对当日肇事后弃车逃逸的行
优先放行。
相关规定》，对为其他船队提供非营利性助拖过 为供认不讳。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近日，因受三河闸、万福闸泄洪影响，京杭 湖的拖轮实行优先放行。
通讯员 夏慧 明宝 记者 刘宁

骑车过马路被撞飞
非营利“助拖过湖”拖轮优先过闸
本报讯 记者 孟俭 昨日上午9时，一市
（

）

民来电称，运河东路与沙湾路交会处，一骑
车女子被撞飞倒地，伤势不轻。
路过的市民刘先生称，倒地的女子腿部
受伤，路面上有一大摊血迹，人倒在地上无法
动弹。时隔不久，120救护车赶至，将受伤女
子送医。附近的路人表示，当时一轿车由西向
东行驶，该女子骑车横过马路，不慎撞在一
起。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高邮男子严某，3天内盗窃
两辆电动车，在偷到第二辆电
动车后被警方抓获。严某称，因
为和儿子吵架，他决定分家，但
苦于没有收入，因此想到了盗
窃电动车换钱。
本报讯 （ 本报讯 任艳 ） 为了纪念“7·11
7月7日，高邮居民阿敏报
世界人口日”活动，仪征市马集镇卫计站联合 案称，其停放在高邮市屏淮路
卫生院及相关部门在马集镇新民街道农贸市 一小区楼梯口处的一辆价值3000元
场开展了“人口流动健康同行暨7·11世界人 的电动车被人乘隙窃走。接报后，高
口日集中宣传及义诊活动”。本次活动共为群 邮警方立即赶到现场，开展侦查工
众发放宣传材料120余份，发放避孕药具30 作，但经多次走访调查，未发现有价
余盒，接受政策咨询80余人次。
值的线索。
（

请报料人下周四五来领信息费20元 ）

仪征马集开展义诊

和儿子吵架后要分家
没收入来源 竟去偷车

在高邮市珠光路附近将犯罪嫌
疑人严某抓获。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严某
交待，盗窃电动车是因为他一
直和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本
该享天伦之乐，但他总是和儿
子吵架。前几天，严某和儿子又
因小事吵嘴，气愤之余，严某决
7月9日清晨6时许，高邮警方再 一名男子趁附近没有行人的时候，将 定和儿子媳妇分家。但他没有收入来
次接到报警，受害人阿梅停放在高邮 电动车偷走。
源，经过苦思冥想，他竟然把眼光放
城区一超市附近、价值3000元的电动
经工作，高邮警方发现本地籍男 在盗窃电动车上。目前，本案在进一
车被人窃走。接到报警后，警方调取 子严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遂决定对其 步审理之中。
了案发地周边监控，发现当天夜间， 实施抓捕。7月9日上午10时许，警方
通讯员 王怀玉 记者 刘旺

大美青海、西北风情——
—
《扬州晚报》健康部每周 敦煌莫高窟
七彩丹霞
祁连卓
5名 肛肠疑难病患者 尔山 青海湖 茶卡盐湖 嘉峪
征集将由知名肛肠专家吴金萍教授
女 免费亲诊
关 德令哈尔大环线双飞 日游
、

、

（

炎热的夏天已经来临 ， 气温湿热 ， 也
是肛肠病高发的季节 。 近期肛肠病患者
明显增多 ， 多数患者久拖不治 ， 致使病情
加重 。 为此 ，《 扬州晚报 》 健康部在 6 月 -7
月期间联合知名肛肠专家吴金萍教授于
每周六与您面对面 ， 帮您解忧 ， 如您有以
下症状均可报名参加 ：
● 环状混合痔 ● 高位复杂性肛周感染
● 复杂性肛瘘 ● 直肠粘膜滑脱
● 马蹄形脓肿 ● 直肠脱垂
● 直肠息肉
● 便血便痛排便困难

）

吴金萍
教授
南京中医药大学

、

、

、

、
8

中旅自组、扬州起止、扬泰机场出发 7月25日、8月8日发团 价格：6480元/人

扬州市中国旅行社
市区报名
电话 ：87316707
： 汶河北路 18 号 （ 文昌阁北路西 、 万家福商城斜对面 ）
副教授， 从事肛肠专
扬子江中路
电话 ：82053599
683 号 （ 新华中学斜对面 ， 市中院对面 ）
业近20年， 对肛肠疑
西区报名
电话 ：82052535
： 邗江中路 595 号 （ 美琪加油站正对面 、 三星电器隔壁 ）
难性疾病如环状混合
网上报名
电话:87332650
：www.yzcts.com 在线咨询 QQ ：2944672936
痔、高位复杂性肛瘘 、
全程高颜值
：
畅游青海甘肃两省，
两省精华景
肛裂、 直肠脱垂等疾
点一网打尽。
病造诣颇深。
西宁 “
： 天空之镜”
—茶卡盐湖，高原蓝宝
——
擅长运用传统中
石——
—青海湖。
医方法和现代西医结
祁连 ：东方小瑞士——
—沿途祁连山大草原。
合治疗环状混合痔、肛
报名成功即可享受 ：
张掖“
： 中国最美丹霞地貌”
（1） 免专家挂号费 （2） 免专家亲诊手术费
之——
—七彩丹霞。
周脓肿
、肛周湿疹、肛门狭窄等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3） 免韩国进口电子肛肠镜检查费
嘉峪关
：古代丝绸之路要塞、
河西第一隘口嘉
尤其对顽固性便秘
、肠功能失调等有突出的疗效。
推荐理由
：
（ 国家指定价 168元 ）
翻越祁连山，重走丝路，体验真正的大美青海 峪关城楼。
敦煌 ：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
—鸣
+
秘境祁连+
多彩甘肃+河西走廊+神秘西域。 沙山月牙泉，
：
，《
》
！
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 广告
【 产品特色 】
有需要的市民可拨打扬州晚报健康热线 ：8788 6677报名
玩出新高度 ：百分百透明团，零购物。

特别提醒 专家亲诊名额有限 扬州晚报 读者专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