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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 10kV汤甲11611开
关以下（11611：曹庄村、大圣杨甲、
小严甲村、汉皇殷甲村、汉皇赵相
村、汉皇大队、大圣景巷村、眭巷北
站一带）08:00-15:00。

上周水质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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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5部影片：
冯小刚导演爱情、战争电

影《芳华》；大鹏、倪妮主演奇

幻、动作电影《奇门遁甲》；3D
迪士尼动画电影《寻梦环游

记》；动画、喜剧电影《帕丁顿

熊 2》；喜剧、家庭、奇幻电影

《圣诞奇妙公司》。

全球最先进的RealD 3D，
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埃影
城免费提供3D框架、夹片眼
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影
讯活动可关注微信订阅号：卢
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5部影片：
冯小刚导演爱情、战争电

影《芳华》；3D迪士尼动画电

影《寻梦环游记》；大鹏、倪妮

主演奇幻、动作电影《奇门遁

甲》；剧情、动画、传记电影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动

画、喜剧电影《帕丁顿熊2》。
具体场次及时间：
1. 可 拨 打 热 线 咨 询 ：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dyzhongying。

信息收集：岳春芳

观影指南2017

备忘录

体彩七位数
第17197期：0 3 9 3 6 2 7

体彩大乐透
第17147期：5 16 17 25 34 +1 11

体彩排列5
第17344期：3 6 5 3 0

福彩双色球
第17148期：4 7 11 14 29 32 +12

福彩15选5
第１7344期：1 11 12 13 14

福彩3D
第１7344期：6 9 8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周末的天气让我们感
受了一把“任性”：气温骤然就下
降到零下了，尽管围巾手套帽子

“全副武装”，仍抵挡不了窜到骨
头里的寒意。未来三天，这样的

“冰冻模式”仍然继续，大部分地
区还伴有冰冻，大家出门得裹严
实了。

今年的冬天来得有些晚，直

至这次冷空气的来袭，使得最低
气温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以下，才
让人真正感觉到了冬天的寒
冷。刚刚过去的周末，算是受此
次降温影响较为明显的了，虽然
午后有了阳光的助阵，体感稍许
暖和了一点，但早晚时分，冻手
冻脚的感觉十分明显。有朋友
开玩笑说：在没有暖气的南方，
咱们只能靠抖腿取暖了。

从气象部门的预报来看，近
期内丹阳的天气变化不大，总体
上仍以晴好为主，暂时没有雨水
来扰。与此同时，气温也近乎平
稳，最低气温依旧零下，最高气
温不超过 10℃，昼夜温差进一
步拉大。在这样寒冷干燥的天
气下，大家既要做好保暖工作，
也要做好补水工作。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晴到多云，早晨最

低气温：-3℃左右，有冰冻，白

天最高气温：7℃到8℃。

19 日全市晴，早晨最低气

温：-2℃左右，白天最高气温：

8℃到9℃。

20 日全市晴，早晨最低气

温：-2℃到-3℃，有薄冰，白天

最高气温：9℃到10 ℃。

天气晴好 最低温仍零下

近日北京朝阳区一场大火
5条人命瞬间消失，9人烧伤严
重，初步调查的原因是电动车
楼道充电引起的火灾，一时间
关于电动车安全的话题又被推
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北京消防
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及电池
进楼就像一颗“炸弹”，随时可
能危害居民的生命安全。

4分钟毒烟充满整个
楼梯间

消防部门曾专门做过电动
自行车火灾试验：一辆电动自
行车在建筑门厅内被点燃后，1
分钟左右，开始冒出刺鼻的浓
烟，随后发生爆炸。消防员用
红外测温仪器测量：1分钟时，
电 动 自 行 车 起 火 达 到 了
604℃；3 分钟时，火焰温度已
经蹿升至1200℃。

消防员介绍，由于电动自
行车部分材料属于化学制易燃
可燃物，因此起火后，会伴有大
量浓烟，如果是封闭的楼内，4
分钟，有毒气体就能覆盖整栋
楼房的楼梯间。如果这些高温
烟雾进入人体气管，会导致严
重灼伤，致使被困人员在逃生
过程中出现窒息、晕厥等情况。

不安全充电行为是火
灾主因

据介绍，除产品质量问题，

不安全的充电行为是电动自行
车火灾的重要原因。一是蓄电
池超时限过度充电，充电器、
蓄电池持续发热，因而引发火
灾；二是私拉乱接临时电线、
从室内拉“飞线”为电动自行
车充电，电源线易受损引发火
灾；三是充电器和蓄电池型号
不匹配，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
私自更换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
者购买类似型号的充电器，参
数型号的不匹配致使充电过程
中电压过高，电池失水加剧，
升温过高导致爆炸；四是蓄电
池充电位置不安全。在公共楼

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人员
疏散区域充电，起火后阻塞安
全通道，易造成人员伤亡。

另外，使用维护保养不到
位也是电动自行车火灾的原
因。“超期服役”的电池，私
装防盗器，增加用电负荷，内
部部分接口容易松动，随意改
动内部线路，超载骑行等，都
可能为火灾埋下隐患。

夜间是电动自行车的主要
充电时间，此时发生起火冒烟
不易被发现，发现后难以扑救
且易造成人员伤亡。

消防部门提醒：

电动自行车及电池进楼像“炸弹”

16 日晚 8 时，带有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
徽标志的全部五大类 50 余款
特许商品在阿里巴巴旗下天猫
平台所开设的北京 2022 特许
商 品 官 方 网 店（http://bei⁃
jing2022.tmall.com）上线进行
预售。从产品类别来看，此次
试运行计划推出的五大类特许
商品，包括徽章、钥匙扣等非贵
金属产品，贵金属纪念章及相
关制品，服装服饰及配饰，文
具，陶瓷产品以及邮票和邮
品。上线预售的产品中有限量
发行 2022枚的徽章，制作精美
的纯银纪念章，还有真丝围巾、
领带和国际流行色笔记本等。
其中带有会徽标志的纪念徽
章、钥匙扣等不仅造型精美，而
且售价也很实惠，从几十元到
百元出头不等，而一款环保矿
泉水瓶再生笔的价格仅为 9.9
元。据悉，该五大类产品也是
历届奥运会特许商品中很受消
费者欢迎、销售额排在前列的
产品类别，也具有生产周期相
对较短、产品上市较快的特点，

有利于满足消费者较快拥有带
有会徽标志特许商品的愿望。

据介绍，在特许商品的销
售上，北京冬奥组委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销售北京冬
奥会特许商品。在线下销售启
动前，“北京 2022 特许商品官
方网店”将是消费者预订北京
冬奥会特许商品的唯一渠道。

据介绍，为方便消费者到
店内购买特许商品，北京冬奥
组委首批将批准开设十余个特
许商品零售店，既有分布在王
府井、西单、前门等繁华商业街
的店中店和专柜，也有分布于
故宫、奥林匹克公园等重点旅
游景区的专卖店，同时首批还
选择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和张家
口开店，南京和上海也将各开
设一家店铺以测试南方市场对
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的消费需
求。这些特许商品零售店均将
在 2018 年 1 月 10 日左右开张
营业，届时消费者可以亲临特
许商品零售店，在亲身感受北
京冬奥会氛围的同时，还可把
心仪的冬奥会纪念品带回家。

>>>温馨提示
每件特许商品均配防

伪标签
根据北京冬奥组委要求，

每件进入市场销售的特许商
品均应配一枚防伪标签，防伪
标签是正品特许商品身份的
证明。为了让消费者购买到
经北京冬奥组委许可的特许
生产商生产的特许商品，北京
冬奥组委除了规定所有北京
冬奥会特许商品必须在经许
可的官方网店和特许商品零
售店里销售外，每件商品还必
须配一枚防伪标签。

防伪标签由北京冬奥组
委指定的防伪专业机构生产，
分为挂标和贴标两种规格，采
用了该防伪专业机构独特的
防伪技术，易于让消费者识
别，且不易被伪造，是正品特
许商品身份的有效保障。消
费者在购买特许商品时请一
定要认准防伪标签，让制假售
假者无机可乘，为北京冬奥会
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综合）

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开售
50余款特许商品上线预售

健康提醒

新华社电 入冬以来，气温
一路创新低，导致儿童等抵抗力
较弱的群体流感病例突增，目前
许多地方儿科门诊人满为患。
专家提醒，流感病毒是可防可治
的，季节性流感每年都会来，儿
童需提早预防。

儿科专家介绍，“患流感的
儿童主要症状表现为发热（多为
高热）、咽痛、咳嗽、乏力、肌肉酸
痛和头痛。此外，部分儿童有流
鼻涕、打喷嚏、呕吐、腹泻等症
状。”

流感是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所以预防很关键。医生建议，儿
童应采取以下措施预防流感：一
是少去公共场所及人群聚集的
场所。二是居住的环境要常通
风。三是应勤洗手。四是适量
多喝水。五是如果儿童有接触
过流感患者，可口服磷酸奥司他
韦抗流感病毒药物进行预防。

医生提醒，注射流感疫苗是
最有效的预防措施，但家长们需
要明白，疫苗的反应存在时间
差，注射后需 2 至 3 周体内方可
产生保护性抗体。同时，近期患
过流感的儿童体内会产生大量
抗体，短时间内重复患同一种流
感病毒导致的流感几率不大。

流感高发季
儿童需提早预防

冬季泡脚是很多人的养生方
式，很多家长甚至喜欢带着自家的
宝宝一起泡脚。但是专家提醒，让
6岁以下的孩子泡脚，可能会给孩
子带来伤害。

医生称，婴幼儿对温度的感觉
和大人不一样，大人觉得水温稍
热，对孩子来说已经是很烫了，但
他们又不太会表达，所以很容易烫
伤柔嫩的皮肤。即使起初的温度
孩子还能忍受，泡脚的时间较长，
也会给孩子造成低温烫伤。

专家称，在幼儿时期，宝宝的
足弓还没有形成，由于宝宝的脚骨
还没有完全钙化定型，脚踝稚嫩娇
弱，且孩子的这种“平”足会一直延
续到6岁，直到他们的脚变得较硬，
足弓才会显现。而常用热水泡脚，
足底的韧带会遇热变得松弛，不利
足弓发育形成和维持，因此不要经
常用过热的水给宝宝洗脚，更不能
用热水给宝宝长时间泡脚。

专家建议，宝宝洗脚最好一年
四季都用温水。夏天的时候洗脚
水的温度一般可以在38-40摄氏
度，到了冬天，洗脚水的温度一般
可以在45-50摄氏度之间。洗脚
时的水量以将整个足部都浸在温
水中为宜，浸泡时间在3至5分钟，
这样使足部皮肤表面的毛细血管
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进宝宝睡
眠，有助于其生长发育。

6岁以下幼儿
不宜热水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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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嫌疑人女嫌疑人

■ 文/图 俞佳铖

“真情”保姆设局
“借”走瘫痪老人28万

77岁的章满贯是江苏张家港市人，
瘫痪在床已有20余年，他换了五任保
姆，都难称心如意。孙士红是他的第六
任保姆，她的“真情”付出，赢得了老人的
信赖。但老人怎么也想不到，孙士红竟
心怀不轨，联手儿子，骗走他 28.5 万
元。而这钱，大部分是老人向亲戚朋友
借来的。2017年9月，孙士红母子因涉
嫌诈骗罪，被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

2017 年 3 月 20 日，家住
张家港市金港镇的章满贯家，
来了一个保姆，名叫孙士红，
49岁，长得还算清秀。“章大
爷，小红是咱们本地人，人勤
快，这回您肯定满意。”介绍
人是章满贯的远房亲戚谭彩
莲，之前她帮老人介绍了5任
保姆，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被老
人辞退了。

来的路上，谭彩莲对孙士
红讲了章满贯的情况，老人曾
结过两次婚，两任妻子都已因
病去世。第一任妻子给他生了
一个女儿，两人还收养了一个
女儿。第二任妻子带过来3个
子女，和老人没有孩子。章满
贯年轻时做建筑手艺，20 多
年前因病瘫痪，亲生女儿和领
养的女儿每月都会来看他。老
人靠低保和两个女儿贴补过日
子，生活无法自理，保姆需要
全天候照顾他，活儿挺重。

孙士红一见到章满贯，就
“自来熟”地热情招呼，并从
自己包里掏出围裙和袖套，戴
上后就麻利地打扫起屋子来。
谭彩莲见孙士红这么快就进入
了角色，便放心地离开了。

一日三餐，孙士红都精心
烹饪，她烧得一手地道的本地
菜。章满贯常年卧床，胃口不
好，喜欢吃口味鲜甜的东西，
孙士红就每天五六点钟就起
床，跑到菜市场挑最新鲜的
鱼，做好后还会细心地把鱼刺
挑出，再给老人吃。

孙士红做的当地小吃拖炉
饼尤其受老人喜欢。如此贴心
的保姆，让章满贯做梦都在
笑。空闲时，孙士红还会陪章
满贯说说话。她说，自己嫁给
了一个大她 10 多岁的人，丈
夫很老实，但不会挣钱。这段
婚姻是父母指定的，她根本不
喜欢他。如今儿子 18 岁了，
初中毕业，喜欢骑行，经常在
全国各地跑，目前在连云港市
做汽车维修工作。

章满贯同情孙士红的境
遇，让她想开点，说不定以后
夫妻俩年纪大了，相依为命，
感情会好一些。

然而，好日子才过了不到
10 天，孙士红就在不知不觉
中，开始给老人设下一个

“局”，而老人对此一无所知。
2017年3月底的一天，孙

士红刚把饭菜端到老人手里，
手机响了。她接起电话，焦急
地问：“什么？在哪里撞了
人，这可怎么办啊？”孙士红
脸色巨变，边说边哭。章满贯
的心提了起来，他已把孙士红
当成自己人，不希望她出事。

“小红，什么事啊？”章
满贯问。

“ 没 什 么 事 ， 你 慢 慢
吃。”孙士红双眼通红，却装
出一副不愿让老人担心的样
子。

“ 你 不 说 ， 我 就 不 吃
了。”章满贯把饭菜往边上一
推，孙士红这才对老人说，她
哥哥孙士清醉酒开车撞了人，
对方伤势严重，要很多医药
费，他哥哥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再也拿不出钱了。

“医药费需要多少？”章
满贯一听也急了。

“要 10 多万呢，我到哪
儿去给他借这么多钱啊！”孙
士红说着，又抹起了眼泪。

章满贯赶紧安慰她：“别
急，我来想办法。”他从抽屉

里翻出一个通讯录，挨个打电
话给亲戚朋友，向他们借钱。

章满贯为人豪爽，待人真
诚，年轻时帮过不少人。亲朋
好友听他说要借钱，大多愿意
借给他。电话一直打到晚上八
九点钟，章满贯算了算，应该
有10万元了。

“章大伯，我不知道该怎
么感谢你。”孙士红陪在他身
边，一脸的感激。

但同情归同情，章满贯觉
得钱财之事，还是算清楚为
好。他和孙士红约定，1年内
归还本金及2分利息，同时要
求孙士红提供她哥哥署名的借
条。孙士红满口答应，之后出
门去了大半天，回来后给了章
满贯一张借条，上面有“孙士
清”的签名。两三天后，5万
元陆续到账，章满贯让孙士红
拿着他的身份证，去银行把钱
取出来，给她哥哥送过去。

一个星期后，孙士红知道
章满贯借的其余5万元差不多
也到账了，但老人一直没提
起，她再次哭哭啼啼地开口借
钱。章满贯想，这些钱反正也
是为帮她借的，干脆全部给了
她吧。于是，这5万元又落到
了孙士红手中。

自从借了 10 万元钱，孙

士红更加卖力地照顾章满贯，
三天两头自掏腰包买些牛羊肉
给老人补身子。

转眼到了 2017 年 4 月 8
日，章满贯刚睡醒午觉，突
然，孙士红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闯进屋子，手里拿着手机：

“我哥哥刚才打电话说，他撞
伤的那个人死了，对方要一大
笔赔偿金，这可怎么办啊。”
还没等章满贯接话，她直接开
口了，“章大伯，你再帮帮
我，我哥哥要卖房子，我不忍
心看他们流落街头。”

章满贯很为难，孙士红见
老人犹豫，“扑通”一声跪在
老人面前：“您就是我的亲爷
爷，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
您就帮帮我吧。我会尽快把钱
还你。”

看着孙士红焦急伤心的样
子，章满贯咬咬牙答应了，又
打了好几个电话。有一个老伙
伴建议，让章满贯联系朋友阿
贵，以前章满贯帮助过他，他
现在发达了，能帮上忙。章满
贯联系上阿贵，对方爽快地答
应了。就这样，在阿贵等人的
帮助下，章满贯又借到了 15
万元，如数交到孙士红手中。
孙士红照样写下欠条，上面有
她“哥哥孙士清”的签名。

4月，章满贯晚上受凉拉
肚子了，弄得满床污秽。孙士
红帮老人擦洗身子，换了床上
用品，洗了被弄脏的床单和被
子。“你怎么不用洗衣机洗
啊。”章满贯见她累得满头大
汗，觉得很不好意思。孙士红
回答：“洗衣机哪有手洗干净
啊，你整天躺在床上，床单被
子一定要干净，不然不舒服。”
章满贯很感动：“你真比我的
亲生女儿还要好！”

2017 年 5 月的一个晚上，
孙士红刚帮老人洗漱完毕，突
然接到一个电话。章满贯清
晰地听到电话那头传出带哭
腔的声音。“我哥哥女儿得了
白血病！”孙士红双腿一软，倒
在地上，“我侄女才20岁，刚读
大学，怎么那么苦命啊。”

“孩子可怜，能帮还是要

帮的。”章满贯说，他还有些积
蓄，这几天再借借看，应该能
凑点钱。这次，孙士红从章满
贯处拿到了 3.5万元。按照惯
例，这 3.5 万元“换”来一张有

“孙士清”签名的借条。
谁知，没过一星期，孙士

红又向章满贯开口借钱：“医
生说，我侄女必须送去北京接
受骨髓移植，但这需要一大笔
费用。”

这次，章满贯拒绝了：“小
红啊，我的积蓄已全部给你
了，我能卖的面子也都卖光
了，真的没钱了。”

“你有两个女儿啊，可以
向她们借借看。”孙士红提议。

章满贯说：“我先后借给
你28万多元，都没跟我两个女
儿说。这事如果被她们知道
了，恐怕会追着问你还钱呢。”

孙士红觉得眼前这个老
人再也“榨”不出油水了，做事
也不那么上心了，有时候给章
满贯吃剩饭剩菜，甚至会突然
失踪三四天，任凭老人怎么
问，她也懒得搭理一下。

章满贯以为孙士红只是
因为担心哥哥家的事，心情
不好，等过段日子应该会慢
慢恢复。谁知，2017 年 5 月
18 日，孙士红突然不辞而
别。章满贯急着打电话追
问，孙士红说，她在连云港
打工的儿子侯大兵生病了，
她要去照顾几天后才能回张
家港。

孙士红没有打招呼就离
开，令章满贯的日子特别难
过，女儿们也只能下班后来
帮忙，他平时只有靠邻居们
有一顿没一顿地接济着。

2017 年 6 月初，章满贯还不
见孙士红回来，便打电话催问。
谁知，孙士红的电话始终关机。
老人赶紧联系介绍人谭彩莲，谭
彩莲找到了孙士红的丈夫老侯，
老侯说，他已经很久没见妻子和
儿子了。谭彩莲又找到孙士红的
哥哥，也没得到有价值的线索。

得知这个情况，章满贯非常
惊讶：“小红的哥哥孙士清不是带
他女儿去北京看病了吗？”

谭彩莲觉得很奇怪：“他哥哥
好好地在张家港，女儿也在苏州
读大学，什么白血病啊？”

章满贯把孙士红借钱的事情
经过说了一遍，还拿出了数张欠
条。谭彩莲觉得事情闹大了，当
场打电话给孙士红的哥哥，证实
车祸、白血病全是子虚乌有，这些
钱也没到孙士清手中。还有一个
消息，让章满贯差点晕厥过去，孙
士红的哥哥不叫孙士清，而叫孙
士金，也就是说，这些欠条，全都
没用。

“那是我所有的积蓄和人情
啊，为了这个大骗子，我的钱全没
了，还背了一屁股债，我还有什么
活头！”章满贯大哭。

2017年 6月 21日，章满贯在
两个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张家港
市公安局港区派出所报警。警方
迅速立案侦查。对于办案民警来
说，孙士红已是“老熟人”了。近
年来，她多次因盗窃电动车被警
方处理。

民警调查后发现，孙士红在
章满贯家做保姆期间，多次乘坐
飞机前往西安。民警范振华等人
立即赶赴西安，在当地警方的协
助下，在郊区一个小区内发现了
孙士红母子的踪迹。通过走访调
查，民警获知，2017年 5月，孙士
红在该小区购置了一套价值 20
多万元的新房。2017 年 7 月 13
日早晨 7 点，民警在此房楼下将
孙士红抓获。

孙士红对诈骗章满贯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交代诈骗所得已
被用于购置新房和装修。而孙士
红 18 岁的儿子侯大兵不仅对母
亲的行为全部知情，还参与其
中。孙士红给老人的借条，全都
出自儿子之手，孙士红接到的“出
事电话”，也都是儿子打的。次
日，警方将侯大兵抓获。

孙士红母子为什么选择到千
里之外的西安买房定居呢？原
来，2013 年以来，孙士红多次盗
窃电动车，儿子还未满 14 周岁
时，就帮着母亲望风。孙士红被
判缓刑，儿子因年龄太小，没受到
处理。初中毕业后的侯大兵爱上
了骑行。2016年10月，侯大兵和
几名骑友骑了8天，来到西安，被
这座古城所吸引，萌生了移居西
安的念头。

为了“新生活”，孙士红决定
筹集一笔钱在西安购房。2017
年 3 月，孙士红到章满贯家做保
姆，目的就是想找个“借”钱的
人。而章满贯独居、瘫痪且为人
热情，都符合孙士红的想法。因
此便用“热心”、“体贴”赢得了老
人的心，从而用从老人那里“借”
来的钱在西安买房安家，并准备
和丈夫离婚。（文中除孙士红外
均为化名）

再也榨不出油水 “善良”保姆秒变悍妇

不知不觉设局 善良老人掉进“陷阱”打一手“同情牌”
“贴心保姆”赢得
老人心

保姆原是惯偷
母子联手骗钱买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