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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江 通讯员 陈标 姜冬芹

4月 19日，我市某镇村民陈爹
在村卫生室输液过程中出现异常，
经抢救无效死亡。接报后，市医患
调委会专家第一时间出诊基层，稳
控事态。

经了解，陈爹因气管炎、哮喘
就诊。前期输液 4 天，效果不好，
村里的医生建议到上级医院检查
拍片确诊。18 日，陈爹要求调药
看下效果再说。调药后，陈爹感觉

效果不错。19 日，陈爹刚输液一
分钟就感不适，经呼叫120抢救无
效后死亡。

死者家属认为死者身体健康
状况良好，输液过程中死亡，村卫
生站有责任，并提出多项责疑。针
对家属的怀疑，村卫生室表示：相
关情况派出所已经介入，同时已邀
请有关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分析。

在医疗专家就猝死原因系统
分析、调解专家在法律框架下指明
解决纠纷合法维权途径后，又经多

轮沟通，死者家属明确表示放弃医
疗事故责任鉴定，双方于 20 日凌
晨2点圆满调结。

近年来，市医患纠纷专家库有
医疗专家30余位，调处专家8位。
两类专家共同出诊联调模式提高
了医患调处的效率和成功率。仅
2017 年一季度，两类专家就联合
出诊基层调处医患纠纷5起，调处
成功率 100%，受到社会各界和纠
纷当事人的一致肯定。

医患调委会专家使一起死亡案息纷止争

时堰镇农业中心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察看小麦赤霉病防治进度和防治效果。王冠 朱晓燕 摄

本报讯（练凝）这两天，家
住东坝新村的薛奶奶惊喜地
发现，路平了、道宽了、楼梯修
好了、出行方便了。多年来由
于年代已久、基础设施薄弱、
主体建筑旧等问题，造成了安
全隐患大、出行不便等情况，
这一直困扰着居民们，大家热
切期盼能对小区进行改造升
级，如今实现了。

老旧小区虽然经过岁月洗
礼已显得不那么光亮，但好比
城市的“里子”，承载着东台建
筑发展流逝的岁月，是很多居
民的安身之所。其好坏也直
接折射出城市的文明水平。
随着老旧小区楼房逐渐进入

“质量报复周期”，“居住安全”

已成为悬挂在所有老旧小区
居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
到，城区的老旧小区在不断地
改造升级，如今多处都已“脱
胎换骨”。

为切实改善小区居住环
境，方便群众交通需求，各小
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在多次
征集居民建议和意见后迅速
采取相关措施，加固楼梯、修
补屋顶、增建消防通道等，这
些实实在在的民生事儿，看在
居民眼里，乐在大家心里。

“我们还会努力为小区居
民做更多的暖心事。”丰润物
业刘经理如是说。

改善老旧小区道路
定制民生幸福清单

记者 张佳 通讯员 沈永红

春日里来到三仓镇省级万亩
菜篮子基地，满眼是乍泄的芳菲，
处处是醉人的绿色。一座座排列
整齐的瓜果蔬菜大棚连接成片，
如同白色的海洋。

“这儿原来是什么样子？”看着
眼前壮观的景象，我不禁发问。

随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三
仓镇的农户常年种植大棚瓜果蔬
菜，过去这里就是一片普通的农
田，农户们各种各的，道路、水系
也不够完善，没有形成一定的规
模。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民可
三日无荤，不可一日无蔬。”现如
今，农产品是当之无愧的朝阳产
业。2014 年，三仓镇以实施省高
标准农田整治项目为契机，建设

省级万亩菜篮子基地，将兰址、官
苴、新五、联南、联北、新兴等 6个
村3万亩土地进行整合。按照“优
良品种、先进技术、标准生产、优
质安全”的标准，达到“月月上市、
四季常青、稳产高产、生态高效”
的目标，通过基础设施配套、创新
经营机制、打造重要节点，实现大
棚瓜菜集中连片种植。现如今，
这里已经建设成为全省最大的蔬
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全省最大
的瓜果蔬菜出口创汇基地、全省
重要的农产品集散基地，江苏现
代农业第一示范园区。基地内的
蔬菜瓜果销往全国各地，不仅打
响了三仓蔬果品牌，也给当地农
户谋得了福利。

走在10公里长的双联路和富
源路农产品运输大通道上，随处
可见外来车辆在田头装运蔬菜。

附近的农户告诉记者，万亩菜篮
子基地是真正给老百姓带来了实
惠。“就拿今天刚运的大白菜来
说，每斤可以多赚 1毛钱，那亩收
入可就多了好几百元呢。”一位农
户一边赶紧帮忙将白菜装车，一
边高兴地说道。

建设后的万亩菜篮子基地，不
仅形成了“三横五纵”道路框架体
系，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还合理
配置灌排系统，新建灌溉站、U型
渠、桥梁、渡槽、小沟级涵洞等设
施，增强了农田水利设施的“挡、
灌、排、降”功能，为农户生产稳
定、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产业布局上，基地结合各村
种植特色，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合
理规划。现在，基地内规划了兰
址、陈林村叶菜类 5000 亩，官苴、
联南村种植西甜瓜类 5000 亩，联

北、新兴村种植茄果类5000亩，新
五、一仓村种植根茎类 5000 亩四
大区域。农户种植由过去的盲目
跟风向紧跟市场需求转变，实现
了良性经营。

“现在基地全面实施标准化生
产、品牌化营销战略。”该镇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三仓为代表
的“东台西瓜”获得国家工商总局
原产地证明商标和国家名牌农产
品称号，“佳脆”牌白萝卜、青椒、
胡萝卜等已被认定为无公害产
品，“佳蜜”牌大棚西瓜取得国家
绿色食品认证。镇内翠源食品等
2家蔬菜加工企业，收购本地蔬菜
进行加工，产品远销欧美韩日等
36 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基地年
总产值 4.3 亿多元，大棚瓜果蔬菜
亩平收入 9100元，亩纯收入 6000
多元。

“菜篮子”鼓圆百姓“钱袋子”

本报讯（张晨）4月 16日
下午2点，我市阳光基金会心
相印分会一行五十多人分乘
8辆汽车来到唐洋镇唐胜村
一组的道山托老院开展慰问
老人的公益活动。据心相印
分会副会长介绍，本次活动
是心相印分会主动联系托老
院联合举办的，而且得到了
新金仕堡健身会所和太平洋
保险公司的赞助，当天上午
已经安排了三名志愿者提前
过来为老人们理发、剪指甲、
采耳，下午的行程是进行公
益慰问文艺演出和捐赠生活
物资。

托老院的老人们也融入
到了这次公益活动之中。当
志愿者们走进会场时，托老
院的居民练余山正在为另一
位老人理发，手脚麻利一气
呵成，“托老院人口多，上午
的三位志愿者同志忙不过
来，我自己有这么一门手艺
也来帮帮忙。”练余山向记者
说道。演出紧锣密鼓地开始
了，表演过半时，89岁的老太
太吴秀兰主动走到了舞台前
向主持人请求让自己唱一首
《大海航行靠舵手》，曲毕赢
得了在场志愿者和老人们的
阵阵叫好。

据了解，本次慰问活动共
向托老院捐献了2000多元的
生活物资，这已经是心相印
分会组织的第20次大型公益
慈善活动了。两年来，心相
印分会已经在安丰敬老院、
廉贻康复中心、三仓敬老院
等多处举办了公益慈善活
动，平均每个月都会举办一
次，同时也积累了百十名活
跃的爱心志愿者。“多做善事
自己内心会感到开心与充
实，传递爱心的同时也提供
了爱心志愿者之间相互认识
与交流的机会，还能为社会
上不少想做慈善事业却苦无
途径的企业提供平台。”心相
印分会副会长如是说。

阳光基金心相
印分会到唐洋
镇慰问

记者 许翰文

姜宝亮和姜锦伟虽然只是
溱东邮政支局的两名普通投
递员，但他们不顾自身安危，
英勇救火的事迹，却被大家口
耳相传，不断传递着社会正能
量。在溱东镇，提起两人的名
字，听过他们事迹的人都会纷
纷竖起大拇指，夸赞他们是奋
不顾身、见义勇为的英雄。

去年 12月 16日晚上 6点
多钟，姜宝亮和姜锦伟正在单
位开会，“救火啊，着火了，快
救火啊！”突然，从他们支局旁
边的超市里，传来急切的求救
声。情况紧急，听到呼救声，
姜宝亮和姜锦伟没有一丝犹
豫，迅速拿起营业厅里的灭火
器跑了出去。他们奋不顾身
冲向火点，拔掉灭火器的安全
栓，对准火源喷射。经过近10
分钟的奋力扑救，明火渐渐熄
灭，姜宝亮拧紧煤气罐的阀
门，随即两人用湿毛巾包着，
将煤气罐拎到了空旷地带，避
免了一场特大火灾的发生，避
免了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回想起火灾当晚的惊险一
幕，超市老板王师傅仍然心有
余悸。那时王师傅正像往常
一样在厨房里烧晚饭，可令他
没想到的是，因为煤气罐接头
的地方没有弄好，导致液化气
外泄起火，原本就不大的厨房
顷刻间就被大火吞噬。“我们

超市位于前进街路口的拐角
处，旁边商铺林立，行人车辆
川流不息。”王师傅说，“超市
的货架上也堆满了商品，超市
下面的仓库里，也存放着满满
的物品。如果不是两位邮政
员工奋力扑救，一旦让大火蔓
延开来，近百万的商品将被烧
毁，如果煤气罐发生爆炸，后
果更是不堪设想。”

姜宝亮和姜锦伟英勇救火
的行为，很快传遍了大街小
巷，人们纷纷传扬他们的事
迹，夸赞他们的精神，王师傅
的父亲王大爷还专门写了一
封感谢信，交到了溱东邮政支
局局长王小强的手中。王小
强介绍说，姜宝亮和姜锦伟在
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就认真敬
业，乐于助人，一直以来积极
主动做了很多好事，帮助了很
多人。现在更是成了镇上的
救火英雄，他们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传递了社会正能量，诠
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火灾现场时刻充满了危
险，煤气罐也随时可能发生爆
炸，当人们向姜宝亮和姜锦伟
问起当时为何不考虑自身安
危，赶快逃离危险区域时，他
们很平静地说道：“当时我们
并没有想那么多，只知道救火
要紧。火灾无情，一旦蔓延开
来，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
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凡有良知
的人，都不会见死不救。”

奋不顾身的救火英雄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潘玉雯）4 月 20日上午，市农业委
员会在街心公园开展主题为“关注
候鸟保护，守护绿色家园”的爱鸟
周宣传活动。此次活动主要以图
片、挂展、发放资料等形式，宣传普

及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
息地的基本知识，展示近年来我市
野生动物保护和湿地自然保护区
的建设成就。

据了解，我市地处黄海之滨，目
前有鸟类 18目 62 科 342种，52种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其中黑鹳、白尾
海雕、丹顶鹤、白头鹤、白鹤和遗鸥6
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我市繁衍生
息。此次活动，旨在宣传鸟类与湿
地保护知识及意识，在全社会形成
爱鸟护鸟观鸟的良好氛围。

我市开展“爱鸟周”宣传活动

双色球胆拖投注表中分析出
双色球开奖号码的一些规律，以
下介绍仅供参考，希望能给彩民
朋友们一点帮助。奇偶比多为4∶
2、3∶3。查看双色球以往开奖号
码，奇偶比(只研究红球号码)多为
4∶2、3∶3，全奇数或全偶数的现象
不占主流，因此选择号码时，如果
号码的奇偶比不吻合这一定律，
建议重新选择号码。

和值以 120为中轴线做正弦
曲线振荡。双色球有理论最大和
值、最小和值，红球和值以120为
中轴线做正弦曲线振荡却是不争
的事实。因此我们选择号码应围
绕这一规律来考虑，并且要注意一
点就是：如果上期是小和值，本期

要关注比较大的和值，反之亦然。
一区有规律的断档。我们在

选择号码时，如果近一段时间号
码比较平稳，就可适当采取断档
选号法，缩小选择范围，提高中奖
几率。

蓝号的平行四边法则。平行
四边形就是数学中的几何图形，
非常好理解。查看一下双色球蓝
球号码走势图，从中我们可以发
现一个规律：连续4期蓝球号码不
定时，会构成一个完整的平行四
边形，这一现象将其称之谓平行
四边法则。

双色球胆拖投注表蓝号多在
上期红号周边。说蓝球号码多在
上期的红球号码周边，并非紧挨
红球，有时间隔一两个号码，有时
就和红球一致，这需要一定的观
察力和经验的积累。（大雅、剑锋）

胆拖投注表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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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双色球2017047期喜中一等奖6注，奖金780.1万元，二等奖181注，奖金11.6万元！
热烈祝贺我市320905站点一彩民喜中2017032期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500万元！热烈祝贺
我市3209041站点一彩民喜中2017032期双色球二等奖一注，奖金6000元。热烈祝贺我市中
福在线大厅2017年1月4日喜中25万全国累积大奖！

众所周知，快 3 游戏的及时性
很强，十分钟开一期，所以大家投注
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把握机会运气
好一天可以赚很多，反之，胡乱投注
一天也可以赔很多，下面简单的说
说投注时候需要注意的几点。

第一：投注前需要观察当天的
开奖数据，冷静分析，从预测开奖数
据走势大体趋向，综合历史遗漏对
比，选出特定的一到两个号码组合
为佳。把握不是很大情况下，可酌
情选择扩大选择范围。 第二：要看
号码形态走势图，以和值为例，可以

主要是对二
同号和三不
同号进行一

个走向鉴别。从二者之间选出一个
概率稍微大一些的。至此，结合第
一步选择和值进行选号投注。 第
三：需要注意的是整个选号过程，其
实是一个分析条件，提升中奖概率
行为。概率越大，中奖机会也就越
大，投资风险就随之降低。没有人
能100%预测出下期开奖号码。前
面提到过，彩票是个概率事件，能够
把概率提高，实质就离盈利更近一
步。 有些人认为有些玩法奖金太
低，那么你就要看看你只玩一把还
是多玩几次了，如果想挣钱盈利，个
人建议长期打算，追号也不失为一
种盈利的好办法。总之，任何投资
都是有风险的，而且风险和收益总
是成正比的，所以投注前一定要客
观认识、冷静分析，良好的心态非常
最重要。不要妄想一口吃出个大胖
子，切勿盲目倍投。

快3投注时需要
注意的地方

促 销 信 息投 注 技 巧

为了提升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
戏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群众
参与和支持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同
时回馈广大购彩客户的支持和厚爱，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将于2017
年4月28日启动“双色球超级奖上奖”五
一端午主题营销活动。活动自4月28日
开始至 5 月 30 日结束，跨越 2017049
期-2017062期14期，共历时33天。

在这春暖花开、炎炎夏日即将到
来之际，赶紧到附近的福彩投注站购
买双色球吧。相信在本次活动期间，
新老彩民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会收
获 多 重 回 报
和 意 外 的 惊
喜。（乐乐）

“双色球超级奖上奖”
五一端午营销活动将开启

本报讯（朱铭）最近，湖滨
花园酒店收到一份来自泰国
署名为泰国商会副会长陈 勇
的感谢信。原来3月下旬陈会
长率泰国商人一行来东台考
察投资入住该酒店，临行时不
慎将一串珍稀手串遗忘在客
房内，当班服务员丁爱萍整理
房间发现之后，及时与陈 勇取

得了联系。事后，陈会长为感
谢酒店员工拾金不昧的高尚
品德，专程从泰国向酒店邮来
感谢信，深表谢意。

为激励全酒店服务人员在
接待服务活动中，人人视客人
为亲人，个个争做“湖滨好
人”，酒店及时对丁爱萍进行
了奖励。

泰国商人手串遗失
酒店人员拾金不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