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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局部有雨
东南风5-6级

本市:26℃/34℃

大丰:26℃/33℃

兴化:26℃/34℃

海安:27℃/33℃

生活指数

紫外线指数:
弱

晨练指数:
不宜

运动指数:
不适宜

感冒指数:
易发

为增强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近日，市红十字会、市二院走进城北社区，举办健康讲座，提供健康
服务，受到群众欢迎。 王亚 摄

本报讯（铭记）近日，
西溪景区湖滨花园酒店收
到一封手写且字迹比较
养眼的感谢信，信的落款
是“上海 16 位 76 岁以上
老人”。 感谢信情真意
切，盛赞酒店宾至如归，
店内外环境优美，尤其厨
房精心照顾到老年人特
殊口味，对服务员李加芬
的服务赞誉有加……十
分感谢酒店服务非常到
位。

据了解，这 16 位均
76岁高龄以上的老人们，
一直向往东台“董永七仙
女”美丽传说，自发组织
从上海到西溪景区，吃住

均在湖滨花园酒店。此行
对东台印象非常美好，纷
纷对东台西溪景区空气质
量、各景点特色、导游热
情服务等方面给予点赞，
对酒店食宿服务更是十分
满意。“景点优美，酒店舒
适 ，快 乐 开 心 ，不 枉 此
行。”这是老人们对东台
二日游共同的心声。当听
说 8 月 18 日东台西溪举
办声势浩大的“草莓音乐
节”活动，一些老人情不
自禁笑哈哈地说：“到时
让子女们带我们过来，我
们老人也要和年轻人一
样，过‘情人节’！”

16位古稀老人

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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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九华

前不久，在河南邙山山沟军营长
大的“山妹子”许英、刘艳的一次东台
之行，完全是延续 40年前的那份情
缘。

1978年，原解放军驻中原某部仓
库许副主任及同是解放战争年代参
加革命的老伴，把女儿许英带到苏中
老区东台见世面、长知识，接受红色
基因教育。

1978年的东台城主街道号称七
里长街。许英她满心欢喜地从街东
头的人民大会堂到街西头的工人文
化宫，边走边看边听。那卖蔬菜的、
卖菱角的、卖酒酿的、卖茶干的，还有
箍桶的、修锁的、磨剪刀的、弹棉花
的，宛若悦耳动听的交响曲，此起彼
伏，小城人的生活别有风味……

2013年9月，许英的母亲在河南
郑州临终前嘱咐许英：“东台有你46

名兵哥哥，他们都是我的好儿子。你
一定替我去他们家乡走一走，看看他
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咋样……”

今年88岁高龄、退休老干部汤慧
文是许英爸妈的老战友，她也渴望女
儿刘艳代她到“兵之乡”东台看城市
变化、看人民生活。

带着“兵妈妈”的美好心愿，刘
艳、许英于今年6月20日来到魂牵梦
绕的东台。

21日，她俩兴致勃勃地乘着“一
日游”专车，游览了东台的各个景区
景点，把大美东台的风光景致尽情收
录在随身的手机里，迅捷传播到“山
妹子”微信群里，让分布在天南海北
的姊妹们分享。

22日，她俩满怀别样的心情走进
旧城改造后的步行街。刚刚进入步
行街东入口处，许英惊喜而语：“旧貌
换新颜了，千米步行街比原来的七里
长街美了、大了、宽了、高了！”在“文

化大厦”广场上，几位“渔家妹子”听
说刘艳是位“山里妹子”，便亲热地拉
着刘艳学跳起《幸福藏在天源城》的
舞蹈。

23日，她俩又特意走进东台市民
小区，欣赏台城现代化建筑群。她俩
应邀走进东达翰林苑小区 6 号楼
1501室，受到男女主人的热情接待。

曾做过多年企业高管的许英，还
计划适当时候入住由伟业嘉盛集团
投资建设的尚客优商务酒店，在沿海
港城——弶上人家每天看日出、看月
升、看潮起、看渔火、看鸥鸟、看船街

……还要倾听伟业嘉盛弄潮港城、建
设港城的感人故事，特别是嘉盛、蓝
海两家品牌砼企争霸东台商砼行业，
荣获盐城、东台冠亚军，商砼配供量
占东台城乡建设名优工程总和 67%
的品牌故事……

23日下午，刘艳、许英满怀依依
惜别之情，乘坐 K418 次列车返乡。
在东台火车站她们留影纪念，并深情
祝福东台高铁时代的到来，当她们得
知盐通高铁早已启动，高铁东台段工
程项目率先选择嘉盛商砼配供时，由
衷表达了对伟业人的最真诚祝贺。

“山妹”喜看新东台

记者 张佳 通讯员 朱春梅 王朝生

提起中风老人，给人的印象是
肢体活动障碍,说话口齿不清。但
在许河镇高墩村三组，有这样一位
年龄 90岁，症状罕见的中风老太，
去年4月中风在市人民医院救治38
天，除了口腔、食道有吞咽功能外，
其余一切与植物人并无二样。无听
觉、无视觉、无感觉、无动作，更无语
音发出。如今14个月过去了，经过
晚辈们的精心护理，这位叫何玉桂
的老太奇迹般地活到现在。

在二儿子吴德宜家，有一间宽
敞的卧室，窗明几净，两张床位整齐
摆放，一张病人用，一张陪护用，生

活用品摆放得井井有条。今年 59
岁的儿媳周萍介绍，二老常住她家，
理应多承担一点责任。一日三餐，
她将亲手做好的营养丰富的软质饮
食端到床前慢慢喂给老太；早晚要
为老太洗漱；日常要为大便失禁的
老太更换四五次尿不湿，每次更换
时都要帮助老人翻身，置换体位;每
隔两三天为老太擦洗全身，气温高
时天天擦洗。历经14个月，老太仅
在初期生过一次褥疮，后来周萍摸
索出了护理经验，再也没生过褥疮。

老太的大儿子吴德和、三儿子
吴德康两家都在台城。吴德和妻子
患有尿毒症，每周需三次血透。高
额的医疗费用且不谈，还得有人护

理，还有孙辈要照料，护理老太的事
几乎很难抽出身来。老三吴德康家
庭负担稍微轻些，他从繁忙的事务
中抽挤时间，隔三差五买上营养品，
回家探望老母，用钱多少从不计较。

为了护理好近似植物人的高龄
老母，弟兄三家团结协作，从不计较
自家得失。同样 90 岁高龄的吴英
浩老爹虽然听觉差些，但这一切他
都看在眼里。田里农活忙起来的时
候，他主动催儿媳妇下地忙一阵子，
自己在床前承担起照看老伴的责
任。

就是这样一位中风的高龄老
太，连医护人员也没想到能活到现
在……

九旬老太中风之后

近日，市安监局一行来到南沈灶
镇晨光村结对帮扶。他们在村组干
部的带领下，走村串户，一一登门，
询问帮扶对象生产生活情况，送上
慰问金，按照规定填好帮扶手册和
帮扶日记。五组崔广元人在住院，
家中无人，结对的安监局企业科科
长李世仁专程来到病房，送上了一
份问候和关怀。

施长春 徐良观 摄

本报讯（沈加存 陈永美）7月4
日晚，安丰交警中队查获一起酒后
驾车交通违法行为。

当天晚上，家住东台镇的杜某
驾车到安丰一亲戚家赴宴，他明知
当晚必须驾车回家，但碍于情面，竟
然喝了三两多白酒。席毕，杜某为
了逃避交警的检查，驾驶小轿车绕
开大路走小路回家。10时许，当小
轿车行至东台镇李舍村十组路段
时，被在夜间执行巡逻任务的安丰
交警中队民警查获。经呼气式酒
精测试仪测得杜某体内酒精含量为
60mg/100ml。杜某饮酒后竟驾车
上路，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警方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对
其处以罚款1000元，暂扣驾驶证6
个月，并记12分的处罚。

酒后驾车绕道走
被扣驾照罚千元

7 月 9 日，曾经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三一重工 66
米长臂砼泵车入驻我市。这是嘉盛商品混凝土有限公
司策应重大交通、水利、工业等“高大难”建设项目的施
工要求，投入巨资引进的高端装备。

周洪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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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晚，双色球第 2018078 期开
奖。“双色球福地”高邮时隔一年半后再次
中出双色球一等奖。此次中奖的站点是
城区 32100442投注站，中奖票面为一张
10+1的复式票。32100442站点近几年一
直是当地优秀投注站，站点由一对夫妇经
营，他们组织了15人的双色球购彩团，近
三个月来每期一张10+1双色球复式票。
夫妇俩一人选红球，一人定蓝球，共同选
出这张 2018078 期精准的“10+1”复式
票，终于斩获了当晚的双色球一等奖，共
获奖金764万元。

据了解，9日一早，购彩团的幸运彩民
已经前往省福彩中心领奖。这是高邮地
区中出的第 50注 500 万以上福彩大奖，

“双色球福地”实至名归。

彩民团购双色球
持之以恒中大奖 合买彩票受到越来越

多彩民的喜欢，这样在减
少风险的前提下可以增加
购买彩票的金额，提高中
奖的几率。7月 3日，陆巷
两小伙一起来到市福彩中
心领取了快 3 第 0703040
期“123”580 倍，收获奖金
2.32万元。

兑奖时，小薛和小张两
人一直在商议晚上请朋友
吃饭的事。小薛说：“昨天
中奖纯属意外，凭感觉选
的 号 码 ，没 想 到 能 中 到
奖。”原来，中奖当天两人
正好都在休假，相约来到
红星南路陆巷 23-1 号的

32020420 福彩投注站，简
单看过走势图后，感觉跨
度2可能会开出，便使用快
3 新增的跨度投注方式选
择了跨度2，两人各自守了
3期之后，小薛提议改变策
略，由各自为战转变为两
人合买，风险共担，收益共
享，这样更有利于多期守
号，两人很快达成一致后
开始了守号。期间，不断
增 加 投 注 倍 数 ，在 第
0702042 期守到了“123”，
这时已经倍投到580倍，两
人共同收获奖金 2.32 万
元。

两小伙合买“快3”中奖2.3万
双色球第 2018074 期开

出红球号码为 09、11、14、
20、27、30，蓝球号码为 09，
无锡一位彩民“8+1”投注幸
运中得 1 注二等奖，12 注四
等奖和 15 注五等奖，共计
101729元。

开奖第二天，一位女彩
民满怀喜悦地来到福彩中
心，领取了幸运大奖，她正是
双色球第 2018074期的二等
奖得主。女彩民姓张，今年
45岁，家住锡山区华夏世纪
锦园。一个月多前，张女士
被一个朋友拉进了双色球合
买群，没买几期就中了个三
等奖，当时群里分奖金的热

闹劲儿吸引了张女士的兴
趣。从此以后，张女士在合
买后还单独买一张属于自己
的彩票。

开奖当天正值张女士休
假，清早去买菜后便来到附
近的大德福超市 32025735
福彩投注站，随意挑选了8个
红号和1个蓝号，打出了一张

“8+1”复式票。次日中奖号
码公布后，经再三确认，张女
士发现自己6个红号全对！

“真的没想到我这个新手能
中奖，这笔奖金正好带女儿
暑假出去旅游！”张女士笑
道。

女彩民“合买+独买”中双色球10万元

中 奖 故 事

热烈祝贺我市一彩民喜中2018009期双色球一等奖1注，奖金548万元！热烈祝贺我市一彩民4月10
日喜中中福在线连环夺宝25万元全国累积奖！截至双色球2018078期，今年全国中出692注一等奖，江苏
省中出35注一等奖，我市中出1注一等奖，单注奖金均超越500万元，期中单注奖金超千万元的39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