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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近日，如意慈善吕城分队的义工们将粽子、鸡蛋、咸鸭蛋及
夏季用品送到吕城镇35位五保户老人手中，并陪老人聊天、帮
老人打扫卫生，给老人们送去了温暖。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王国生 摄）

3日上午10时许，新民路市人民医院路段，一辆轿车行驶
途中突然自燃。数分钟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将火灾扑
灭，所幸无人员受伤。 （记者 王国禹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单健）江西男子高某在做
生意失败后，便做起了物流公司
的司机。在没有取得规定驾驶
证的情况下，竟然伪造驾驶证
驾驶大货车。2日，据我市检方
介绍，高某在我市被交警拦停
检查时，忙乱间将其他假证也
一并交与交警检查，于是案发。

据了解，29 岁的江西都昌
籍男子高某，因为做生意失
败，便于 2017 年 4 月到南京某
公司，应聘做物流公司驾驶
员。但因其只有 C 照驾驶证，
开不了大货车，于是就想通过

别的方式，弄一张可以开大车
的驾驶证。

此后，他通过微信找到了
一个办假证的人。双方确定以
480元的价格帮高某办一张假驾
驶证。随即，高某就将自己的
照片发给对方。对方收到钱
后，过了 3 天就通过快递，将
假证寄给了高某。

2017 年 4 月 26 日，高某去
南京某物流公司，用假证骗过
招聘主管后被录取。当年 5 月
29日，高某持假证开车来我市
送货，在南二环路丹凤十字路
口处，被执勤交警拦停检查。

检方说，交警现场要求高某
出示驾驶证，当时他也没多想，
就准备拿出购买的假驾驶证交
给交警检查。谁知匆忙之中，把
真的 C 照驾驶证和夹在里面的
其他假证一并交给了交警。交
警接过证件后发现，除了驾驶证
是伪造的外，还有身份证等证件
也是伪造的，便当即将其移送到
辖区派出所立案侦查。

去年11月17日，高某被市
公安局刑事拘留。近日，市法
院一审以高某犯伪造身份证件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罚金五千元。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刘建明）3日上午，市救助
站工作人员向记者反映，5月 30

日，他们收留了一名疑似常州附
近口音的男子，希望通过本报帮
他寻找到亲人，将其送回家与家
人团聚。

据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
5 月 30 日，访仙镇一村民在 122
省道窦庄红绿灯往西 50 米，发
现该男子坐在路边，便上前询问
是否需要帮忙。由于听不懂该
男子说的话，这位村民便报了
警。访仙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经多方询问后，也无法获悉男子
的有效身份信息。随后，民警将
男子送到了市救助站。“该男子
被送到救助站后，我们就将其送
往医院检查，发现其头部曾动过
手术，听口音应该是常州和丹阳
交界处附近的人。”救助站工作
人员说。

当天上午，在市救助站，记
者见到了这名被收留的男子。

只见该男子头发凌乱，身穿一件
黑色夹克外套。当记者询问他
叫什么名字时，男子说话含糊，
根本听不清楚，就连救助站工作
人员也无法通过交流获知其有
效身份信息，“该男子身高 170
公分，体重 65公斤，年龄大概在
50岁左右。”

救助站工作人员呼吁，有认
识这位男子的市民看到报道后，
请及时拨打救助站联系电话：
0511-86576119，提供有效线索，
让该男子能够尽快与家人团
聚。

如认识这位男子，请联系市救助站！

生意失败持假驾照开货车
遇检查竟然掏出一把假证

记者 王国禹 摄
图为救助站收留的男子。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

86983119

@人医大夫

市人民医院6月份外院专家门诊时间
6月份，丹阳市人民医院将邀

请以下医院的专家来院坐诊、会
诊或手术，电话咨询、预约服务热
线：87120120、网站预约（www.
dys120.com）、微信平台预约。

6月9日：上海中山医院（心
脏超声），鼓楼医院（妇科），南京
儿童医院（呼吸科），中大医院
（乳房钼靶）；

6 月 12 日（全天）：省人医
（CT、磁共振）；

6月13日（下午）：苏大附二

院（神经外科）；
6月16日：鼓楼医院（呼吸

科），省人医（产科）；
6月23日：省肿瘤医院（乳

房外科），中大医院（乳房钼靶）；
6 月 26 日（全天）：省人医

（CT、磁共振）；
6月29日（下午）：鼓楼医院

（血管外科）；
6月30日：省人医（心脏超

声），省人医（神经内科），鼓楼医
院（消化内科）。

5 月 31 日起，市人民医院在
镇江市范围内率先推出专为患者
打造的“共享轮椅”服务，患者或
其家属可以通过手机扫码轻松使
用“共享轮椅”。

租借轮椅攻略：市人民医院
门诊部一楼大厅设有一个共享轮
椅投放处，随时为患者提供服
务。租借方式非常简便，患者或
其家属只需打开手机蓝牙，然后
用微信扫一扫进入共享轮椅租借
小程序，按照步骤线上缴纳押金
即可成功租借，2 小时内免费使

用。超过2个小时每1小时缴费2
元。同样，归还共享轮椅的过程
也十分便捷，将轮椅折叠好后锁
扣对准轮椅桩红色插口插入，听
到“滴滴”两声，表明归还到位。
打开手机微信进入轮椅租借小程
序，再次“扫码”即可成功退还轮
椅，押金也自动退还到原帐户。

老年人或不会使用微信者怎
么办？别急，针对不会手机操作
的特殊患者，市人医志愿者将及
时提供帮助。 王君

“共享轮椅”服务亮相丹人医！

闷热的夏天对于食欲本就不
好的肿瘤病人来说，吃饭更是“苦
差”。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丁
丽芳副主任医师和该院临床营养
科主任马淑芳硕士提出了夏季肿
瘤患者饮食总原则：

一是肿瘤患者应保证优质蛋
白的补充，每天应吃一袋牛奶、一
两豆、一个鸡蛋、二两肉、新鲜、营
养、对味、时宜、少食、多餐，免因

“苦夏”而造成体质下降。二是肿
瘤患者不能一味强调清淡而“牺
牲”营养。要从开胃入手建立起
合理饮食对抗癌防癌重要性的认
识。肿瘤病人夏季宜多吃清热生
津、消暑祛湿的食物，如莲藕、鸭
肉、黄瓜、绿豆、百合、银耳等，通
过食疗达到养胃滋阴、健脾益气
的功效。三是肿瘤患者要忌烟、
酒，忌暴饮暴食，忌盐腌、烟熏、火
烤和油炸的食物，特别是烤煳焦

了的食物，忌辛辣刺激性食物。
辣椒、葱、姜、韭菜、蒜、胡椒等，均
有辛味，属辛物。四是肿瘤患者
要多吃夏天生长的天然抗癌食
物，如猴头菇、丝瓜、西瓜、莴苣
等，以及深绿色的叶类蔬菜，如菠
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芥菜、
西兰花、茼蒿等其中含有丰富的
胡萝卜素，维生素B2、维生素C及
钙、铁、锌等抗癌防癌营养物质，
有利于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五
是肿瘤患者要注意水分补充，尤
其是放化疗的患者，建议少量多
次饮水，选择白开水、淡茶水等。
此外，也可适量地吃点富含钾离
子的水果和蔬菜，如：草莓、杏子、
李子、芹菜、毛豆等，补充随汗液
流失的电解质。但不宜用饮料代
替水，因为汽水、可乐、奶茶等饮
料中含有较多的糖分，会对胃产
生不良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

六是夏天细菌滋生多发，肿瘤患
者应多吃新鲜的食物，尽量避免
吃过夜剩饭剩菜，冰箱保存食物
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个小时。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在县
级市中率先成立了肿瘤专科，收
治病人数逐年增加，治疗手段、治
疗方法不断拓宽，采用国内领先
水平的抗肿瘤新药十余种，开展
新技术、新疗法十余项，多次获得
科技进步奖。服务项目：1、肿瘤
的综合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化
疗、内分泌治疗、免疫治疗；2、多途
径化疗；3、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
4、临床教学和科研相结合；5、与省
级相关医院横向联合，邀请上级
专家、教授定期会诊、指导。专家
专科门诊时间：周一~周六。输液
港、PICC护理门诊：周二、周五下
午。咨询电话：86553016。

癌友夏日饮食首当营养均衡

肖女士：孙女 20 岁，两年前
她开始控制饮食加上运动来减
肥，从 61公斤减到 49公斤（身高
170 厘米），之后就闭经了 1 年
半。子宫、卵巢检查都没有问
题。请问要怎么调理？

市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何国照
副主任医师：建议这个女孩先做
一个性六项采血化验，看看卵巢
功能，然后做一个妇科彩超，看看
子宫内膜厚度。这种减肥导致的
少女闭经，一般是由抑制下丘脑
垂体卵巢轴导致的，建议做一个
甲状腺功能检查，如果确实是抑
制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导致，可以
到医院做人工周期治疗。临床上
由于减肥导致的闭经十分常见，
少女闭经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
同时还会影响分泌功能，甚至生
育功能。建议青春期女孩一定不
要过度节食减肥，以免在身体出
现严重问题后追悔莫及。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妇科

是全市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
厚、设备最完善的妇科，年门诊量
约三万人，年手术量达2000余台，
其中微创手术占70%以上，腹腔镜
下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根治术达
国内先进水平，宫腔镜手术及盆
底手术在镇江地区达领先水平。
设有内分泌专科、不孕专科、高危
妊娠专科、妇科肿瘤专科、宫颈疾
病、盆底疾病等专科，常年有高年
资副主任医师坐诊，科室长年与
上海、江苏等全国著名妇科专家
密切联系，包括会诊、定期门诊、指
导手术等，以服务好、素质高、技术
精的专业团队服务广大妇女患
者。人医妇科专家专科门诊时
间：周一~周六。咨询热线，白天：
86553071；晚上：86553011。

减肥后闭经怎么调？

人医体检中心
规范 严谨 便捷 保密
服务热线：86901218

市人民医院伤口、造口专业
护理门诊开展造口并发症的预防
与处理。出诊的专科护士张琴慧
为丹阳首位拥有资质证书的国际
伤口治疗师。门诊时间为每周
三、五。电话：15262953650。

伤口造口门诊

康复医学的服务对象：因疾病和损
伤而导致各种功能障碍或者残疾患者。

丹阳市人民医院康复科热线：86523102

促进功能恢复 助您回归社会

专科手术总量居镇江前列专科手术总量居镇江前列

快速解除胆囊炎快速解除胆囊炎、、胆石症胆石症、、胆胆
囊息肉囊息肉、、肝囊肿病人的痛苦肝囊肿病人的痛苦

13706101936 86553801丁明金

腹腔镜治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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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国际影城

信息收集：朱江达

今日上映5部影片：
动画、冒险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动
画片《潜艇总动员：海底两
万里》；动作、冒险、奇
幻、科幻电影《复仇者联盟
3：无限战争》；喜剧、爱
情、奇幻电影《超时空同
居》；动作、科幻电影《游
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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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冒险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动
画片《潜艇总动员：海底两
万里》；动作、冒险、奇
幻、科幻电影《复仇者联盟
3：无限战争》；喜剧、爱
情、奇幻电影《超时空同
居》；意大利剧情电影《完
美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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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影指南2018

明日停电

6月5日 暂无。

备忘录本周多云为主 气温稍有上升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
本周我市天气以多云为主，局部
地区可能有阵雨，最高气温将从

“2字头”变为“3字头”，大家注意
做好防晒工作。

刚刚度过的周末，气温舒适
宜人，虽然午后有些晒，但是清

风拂来却感觉凉爽，非常惬意。
未来三天，我市仍以多云为主，
预计今天局部可能有雨，但持续
时间不长。

气温方面，短期内将略有升
幅，预计明天最高气温达到31℃
左右，早晨最低气温比较稳定，
预计 20℃左右。本周三即将迎

来芒种节气，意味着仲夏时节的
正式开始，大家要好好珍惜短期
的凉爽舒适天气。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

雨 ，早 晨 最 低 气 温 ：19℃

到 20℃，白天最高气温：28℃
到 29℃。

5日全市多云到晴，早晨最

低气温：20℃到 21℃，白天最高

气温：30℃到 31℃。

6日全市晴到多云，早晨最

低气温：20℃到 21℃，白天最高

气温：31℃到 32℃。

上周水质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指标

CODMn

浑浊度
色度

臭和味
余氯（mg/L）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
肉眼可见物

标准值

≤3mg/L
≤1NTU
≤15 度

无异臭、异味
0.80≥出厂水≥0.30

管网水≥0.05
≤100CFU/mL

不得检出/100mL
不得检出/100mL

无

出厂水均值

0.8
0.10
＜5
0

0.5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1.1
0.15

5
0

0.4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3
0.18

5
0

0.3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饮用水水质评价结果

www.dywater.com.cn

体彩七位数
第18084期：6 1 0 9 1 2 8

体彩大乐透
第18063期：05 14 15 32 34 +03 10

体彩排列5
第18147期：0 3 8 9 6

福彩双色球
第18063期：05 06 10 16 20 25 +12

福彩15选5
第１8147期：5 6 10 11 15

福彩3D
第18147期：6 3 6

新华社电“六一”一过，孩
子们的暑期生活也即将来临，暑
期孩子自主活动增多，由此可能
带来各种意外伤害。在此，让我
们通过案例形式，针对溺水、车
祸、高空坠落、扶梯意外事故等
四类近期比较高发的意外伤害
事件，深入了解威胁孩子的安全
隐患，并提醒广大家长和孩子
们，防患于未然。

溺水：
夏季孩子非正常死亡的“第
一杀手”

夏天到了，学生涉水、游泳
行为增多，一些地区相继发生学
生溺水事故，一条条年轻生命的
消逝，令人十分痛心。

案例1
5月27日上午，在重庆市永

川区临江镇高滩村的梅家桥村
民小组，一覃姓家庭发生一起溺
水悲剧，造成两名小孩和一名大
人共3人身亡。

救命法则

1.学习游泳要到正规游泳

场馆去学习，那里不仅有专业的

教练员可以学到规范的游泳姿

势，也有救生员可以保障安全。

2.到自然水域游泳，一定要

有游泳技术非常好的成年人陪

伴，并佩戴上安全救生器材，比

如穿上救生衣、戴上救生圈和游

泳漂包等，这些都可以起到保护

作用。

3.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

活动，防止腿抽筋。

4.游泳要在浅水区学习，不

要到深水区和陌生的水域去学

习，更不要游得离岸太远。

5.吃得太饱或者太饿的时

候，身体不舒服、疲劳和生病的

时候，都不适合游泳。

6.不要独自一人或结伴到

河流、坑塘里去游泳和玩耍。

7.划船或玩一些水上玩具

的时候一定要穿戴好救生衣。

儿童交通事故：
观察不足、忽视驾驶盲区、
监管不力是主因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85
万名儿童在交通事故中丧生，14
岁以下儿童意外身亡原因中，交
通事故高居首位。儿童交通事
故主要都是这些原因造成的：驾
驶员观察不足、忽视驾驶盲区、
家长监管不力等。

案例2
5 月 3 日下午 4 点 50 分左

右，湖南省邵阳市一小区内发生
的这起交通事故，两岁小孩被一
辆白色 SUV 前后轮碾压，导致
颅底骨折，嘴，耳出血，双侧瞳孔
放大，深度昏迷，最终小孩因伤
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救命法则

1.乘坐轿车时，安全系数最

高的是驾驶员座位后的位置。

2.下车时从车的右侧下车

是最安全的。

3.不要在街头巷口玩耍，不

要在街头玩足球，或者是猛跑；

不要在道路上玩耍、放风筝和溜

旱冰。

4.不要在车后、车下、车前

捉迷藏，有的驾驶员无法观察到

车下情况，如没有及时发现有孩

子在车下玩耍，容易发生危险。

5.不要从静止的汽车之间

突然窜出。在静止的车辆当中

横穿的时候也存在盲区，由于儿

童的个子和小轿车差不多，横穿

的时候，驾驶员很难发现。

6.要注意右转弯的机动车，

有的时候车辆右转弯，驾驶员没

有注意到便道的行人要过马路，

如果这时候儿童盲目的过马路，

容易发生危险。

高空坠落：
阳台窗户楼梯是最易坠落
的高危点

最近，接连发生好几起儿童
坠楼事件，令人揪心。冬天孩子
衣服穿得多，运动能力没那么
强，但天气渐热孩子衣服穿得
少，活动能力大大增强，再加上
这种天气人们喜欢开窗通风，安
全隐患也随之增高，发生意外伤
害的概率也变大。

案例3
5月 5日中午 12点许，浙江

舟山临城新新家园小区发生一
起悲剧：一名 5岁左右的女孩子
从 11楼住处意外坠落。邻居发
现报警，急送至舟山医院，经抢
救无效身亡。救命法则除了安
装防护栏，下面一些防护措施，
家长朋友也要牢记。

救命法则

1、不要在阳台或者窗户附

近放置沙发、床、桌椅等能够令

小孩攀爬上去的物件。

2、把所有不用的窗户锁上，

损坏的窗户要及时修复。

3、如果开窗，缝隙不要超过

0.1 米，最好使用门窗安全锁。

开窗换气时，最好选择开上边的

窗户（孩子够不到）。

4、确保孩子在监护人视线

范围内活动，家里有幼小的孩子

应封闭阳台。

5、北方春季窗户开启后，应

提醒家人不要让孩子倚靠窗户。

6、患有癫痫、高血压、低血

压、低血糖等特殊疾病、易导致

昏厥的成年人，抱孩子时一定要

远离未封闭阳台或开着的窗户。

7、看护人不要抱着孩子在

窗前或阳台处驻足，以免孩子挣

脱搂抱从窗户和阳台坠落。

8、平时告诫提醒孩子勿在

阳台、窗台附近或顶楼嬉戏，提

高孩子自身的“窗户危险意识”。

扶梯意外：
家长需提高安全意识

近年来，由于家长监护不
力，未成年人违规乘坐和操作扶
梯导致的事故时有发生。儿童
在扶梯上追逐、玩耍、逆行导致
的事故也屡见不鲜。

案例4
4 月 17 日上午 11 时许，昆

明 3 岁半的小晴晴跟着妈妈去
逛商场，因为妈妈手中拎着购物
袋没有拉住她，刚上自动扶梯小
晴晴跌倒了，她的小手夹进了自
动扶梯的缝隙……最终，爸爸在
拆开的扶梯里找了两个小时，才
找回了她的断指。

救命法则

1、确保孩子随身物品不会

被绞入电梯。如毛衣、丝巾、裤

子和外套，松开的鞋带和腰带，

以及柔软的鞋子。

2、如果孩子足够高，告知

他们乘电梯必须抓紧扶手，否则

成人必须拉着孩子的手，确保他

们在电梯运行时不能跳上跳下。

3、坚决要求孩子乘梯时脸

部向前，让他们熟悉如何上下电

动扶梯。

4、乘梯时，让孩子与成人

在同一梯级，或者让孩子在成人

的前一梯级，总之，成人要确保

出现紧急事件时能够随手够到

孩子。

5、乘梯前，将孩子从手推

童车上抱下再乘梯，童车应折

叠，因为孩子很容易从车中往外

爬，且童车也很可能在扶梯运行

时发生夹碰事故而产生危险。

6、乘梯结束时立即离开电

动扶梯，不要停留在出口区域交

谈或张望，后续下扶梯者和相关

物品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

四类儿童安全事故频发

这些救命法则要牢记！新华社电 2018年高考即
将来临，西宁市公安局网安支
队根据往年经验提醒考生家
长警惕三类骗局。

骗局一：谎称捡到某考生

准考证，留下联系电话并恳求

扩散。网警表示，此类虚假信
息每年都有，联系电话多为吸
费电话。考生准考证若丢失，
可由所在中学到所在地区高
招办，补办准考证。若真有捡
到高考准考证的情况，最快捷
的归还方式是和证件上面的
报名单位联系。

骗局二：谎称可以找大学

生帮考生代考，表示高考主要

查电子作弊，代考很难查出

来。之后考生或家长一旦打

款，不法分子往往消失得无影

无踪。网警提醒，所有替考者
都将被严肃处理，情节严重者
将会受到相应的行政惩罚，甚
至承担刑事责任。

骗局三：谎称考题泄露，

花钱能买试题。网警表示，每
年高考语文还没开考，网络上
就已“剧透”出多个版本的高
考作文题。但高考试题属国
家绝密材料，高考试题的保管
和运送都有严密的管理措施，
所有接触试卷的人员都实行
封闭式管理，所以考试前，试
题被泄露的可能性不大。

高考将至
家长警惕三类骗局

新华社电 通过社交软件
诱导被害人投资“炒金”，先让
受害人小赚一笔，诱导其投入
更多资金后便让受害人一直
亏损并无法提取现金。日前，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警方破获
一起网络诈骗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60余人，涉案500余万元。

今年 1 月，遂川警方接到
市民王某报警称，其在卧龙商
城“炒金”被骗五万元。接到
报案后，民警调查发现，以张
某为法人代表的抚州卧龙贸
易有限公司和黎川乐投投资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具有重大
嫌疑，且涉案金额较大，涉案
人员较多。经进一步侦查，民
警锁定犯罪嫌疑人藏匿窝点。

办案民警介绍，上述两公
司由经理、分析师、客服和业
务员组成。业务员常常冒充
女性通过社交软件加陌生人
为好友，并向其宣传“炒黄金”

“炒美金”。一旦对方有投资
意向，业务员就会让客服与客
户联系介绍产品。分析师通
过后台操控，先让受害人小赚
一笔，诱导其投入更多资金后
就让受害人一直亏损并无法
提取现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网络
诈骗团伙涉案金额 500 余万
元，被骗人员涉及多个省市。

网上“投资”陷阱多
切勿贪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