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7日是父亲节，连云港市赣榆区社
会福利院的职工自发捐款为孤寡老人购买
节日礼物。图为工作人员向老人们赠送衣
物。 范曰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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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举行的连云港市海
州实验中学第五届“感动海实十大
人物 ”颁奖典礼上，该校曾身患白
血病的初一学生刘楚璇战胜病魔、
热爱学习的事迹深深地温暖和感
动了每一位与会者。而刘楚璇能
获得新生，与江苏东浦管桩有限公
司工会的无私救助分不开。

2017年 7月，家住海州的12
岁的刘楚璇以优异成绩考上市重
点中学海州实验中学。就在全家
都沉浸在喜庆之中时，7月中旬的

她却连续发烧多天。7月20日凌
晨三点多，在东浦管桩有限公司工
作的刘玉芳下班后到家一看，女儿
的嘴里、床上到处都是血。发现情
况不对，刘玉芳天一亮就带着女儿
到医院就诊。

急性白血病！医生检查的结
果犹如晴天霹雳，让刘玉芳顿时头
脑一片空白，而接下来高昂的治疗
费更是让其不知所措。8年前，她
和丈夫带着3岁女儿到广东打工，
2012年，因丈夫被查出声带瘤，她

只好返乡继续打工；去年上半年，
丈夫又患上冠心病，仅药费每月就
要花费1000多元；今年下半年，自
己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一家人就
靠她每月二、三千元的工资生活。

关键时刻，公司党委、工会向
全公司发出了捐款倡议。干部职
工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仅三天就捐
款近万元。接着，公司党委书记，
工会主席连夜又在微信朋友圈里
发出“救救一个患白血病12岁职
工女儿“的求助信息，两天里就又

筹集到了近万元。同时，市政协、
市民盟、市邮政局、区工会、妇联和
江苏卫视等单位的许多爱心人士
也纷纷慷慨解囊。8月18日，第一
批爱心捐款34050元送到了刘玉
芳手里。

经过化疗治疗，刘楚璇的病情
得到稳定。在病床上，她含着泪写
了一封感谢信发在公司公众号上，
感谢所有关爱她的好心人，表示出
院后将通过努力学习来报答社会！

为帮助刘楚璇筹措后续的治

疗费，公司党委、工会在发起了二
次捐款，再次筹得六万元。同时，
与她家结为帮扶对子，多次到医院
和家庭进行慰问；为她家办理低保
困难补助；安排其父亲到公司上
班；与学校联系，保留其学籍，并领
回教材让其自学。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刘楚璇的
病情逐渐好转，于2018年春天重
新走回了课堂。历经过磨难的她
很乐观，不仅学习刻苦、在课堂上
抢答提问，还尊敬师长、经常帮助
同伴。在2017至2018第一学期
中，她先后获得“学习标兵“，“进步
之星“，“三好学生“等称号，还在校
报发表了散文——《我为老师点个
赞》，并获得优秀文学社员称号。

本报讯 （记者 鲍晶）2018
年高考阅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
进行中，记者从江苏省教育考试
院了解到，今年全省167万份高
考试卷全部实行计算机网上评
阅，“四评制”确保阅卷更公平公
正科学。评卷工作将于6月 22
日结束，经质量检查、成绩校验、
成绩合成汇总等多个环节后，预
计6月24日20:00以后，考生可
以通过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
（http://www.jseea.cn）等途径
查询高考成绩，6月25日起，可打
印成绩通知单。

和往年一样，省教育考试院
今年承担答题卡扫描和选择题阅
卷，167万份试卷经过扫描、入库，
并通过高速专用扫描仪把试卷内
容切割，信息加密后再通过专用
光纤直接传向各个阅卷点。非选
择题中，语文、数学、外语阅卷工
作由南师大负责，六门选测科目
和小语种的阅卷工作由南京大学
负责。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施邦晖
介绍说，今年的阅卷队伍，由阅卷
领导小组、阅卷专家组、阅卷组
长、普通阅卷员四个层级组成。

阅卷老师有2300多人，都是从全
省“阅卷老师数据库”中遴选出
的。“评阅分值较大、主观性强的
试题，如作文题、论述题、计算解
答题等题型的阅卷教师，均具有
3年以上教学、教研经验和一定
的阅卷经验。学科阅卷专家组事
先评出若干考生考卷，请阅卷教
师试评，从中选拔出一批能够准
确把握评分标准，并具有本学科
中、高级以上职称者，参加主观性
较强试卷的评阅。”

阅卷方法也有讲究：所有科
目的非选择题部分都实行“四评
制”。扫描后的图像按题切割，随
机分发给阅卷员。考生的每道题
由两名不同阅卷员“背靠背”评
阅。如果两名阅卷老师评出的分
数在设定范围之内，就取两人所
评分数平均值；超出的，进行三
评，如果三评与一评、二评的评分
误差均超出规定，再进行四评。
四评由学科专家组成员评判，且
为最终得分。在阅卷过程中，各
学科专家组随时对所评试卷进行
复查，复查数量不低于阅卷总数
20%，江苏实际复查量超过50%。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杨姝 张
敦臣 记者 万森）家纺产业近代
以来就是海门地区的支柱产业，
对伪劣家纺产品的打击力度也
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昨日记者
从省高院获悉一起海门法院审
结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
判处被告单位某纺织品公司罚
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分别判处被
告人张某、杨某、段某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三万元。

据了解，张某向段某订购
4000条假冒蚕丝被，因段某无生
产能力遂向某纺织品公司法定代
表人杨某订购，约定每条被子的
价格为人民币32元。后杨某将
张某提供、段某转交的吊牌、洗涤
标使用在所生产的假冒蚕丝被
上。后张某分次将假冒蚕丝被销
售一空，得款人民币14万余元。
经检验，该纺织品公司生产的蚕
丝被无蚕丝成分，系不合格产品。

事发后张某、段某、杨某均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共同退出

违法所得人民币14万元。庭审
中，该纺织品公司及张某、段某、
杨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
实、罪名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
议，并表示认罪认罚。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
单位与三被告人在生产、销售产
品过程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
格产品，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最终均获刑。

法官表示，为了维护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对生产者及经营者的
法律约束显得尤为必要。伪劣
产品包括“掺杂、掺假”“以假充
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
冒充合格产品”四种类型产品。
生产销售这些产品，不仅扰乱了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秩序，更侵犯
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法官提醒，本案中假冒蚕丝
被的进价每条32元，远低于市场
售价，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
不便宜”，消费者在购买时也应
保持高度警惕。

本报讯（通讯员 张孔生 记
者 王槐艾）日前，家住扬州市区宝
带新村的89岁老战士严瑞朗用
个人珍藏的历史资料，自费创办
了一个“红色记忆馆”，向市民特
别是中小学生宣讲革命历史，教
育人们不忘初心跟党走，同心协
力共圆梦。

这个“红色记忆馆”面积虽然
只有20多平方米，馆藏物品却十
分丰富，既有草鞋、军用水壶、行

军碗、各类军服、写有“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文字的搪瓷缸等军
队生活用品，又有训练用的手榴
弹、匕首、炮弹壳等武器物品，还
有红书和军事书籍，毛主席像章、
刺绣和各类军功章、老照片、革命
歌曲的歌词、战争时期的历史素
材等等。

严瑞朗老人是泰兴人，16岁
入党，17岁参军，在部队35年，参
加了解放战争，曾四次立功，获得

过先进个人和解放奖章、渡江纪
念章，1982年转业。他告诉记者，
自己之所以创办“红色记忆馆”，
源于一次到学校做报告的经历。
当时，当他问到一些学生是否知
道毛泽东时，竟然有人回答“毛泽
东是哪个班的”；而与小区居民交
流时，他也发现很多年轻人对战
争年代的那段历史文化并不是很
了解，便产生了创办“红色记忆
馆”的想法。

本报讯（通讯员 董菊 记者
徐嵋）突然面瘫，原因竟是长在耳
朵里的带状疱疹？南京的王女士
近日就碰到了这样让人意外的情
况。所幸的是，王女士在江苏省
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接受了系统
治疗，结合中医针灸，目前其面部
神经功能已经逐步恢复。

王女士前些日子突然觉得右
侧耳朵疼痛，伴有明显的头痛。
起初她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最近
工作压力大引起的，休息两天就
能缓解。然而两天后，王女士右
侧耳后肿胀明显，于某医院就诊
后，诊断为“淋巴管炎”，予以对症
治疗。但治疗3天后，王女士突然
发现自己的右侧脸麻木，连右眼
都无法闭合。王女士慌了，赶紧

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就诊。
省人医耳鼻咽喉科周涵副主

任医师在听了王女士的描述后，
随即检查了其耳部，发现王女士
的耳道内有散在的红色小水泡，
结合其临床表现，诊断为“亨特氏
综合征”，也就是“耳带状疱
疹”。王女士很意外：“以前都听
说带状疱疹长在腰部和腹部，怎
么耳朵里会长疱疹呢？”周涵医生
介绍，耳带状疱疹同样是由水痘
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病毒侵犯
颅神经节和面神经，就会产生剧
烈耳痛，耳聋，眩晕及面瘫。据了
解，“耳带状疱疹”一般症状不典
型，通常首发症状并不表现为疱
疹，而是出现耳部淋巴结肿大、耳
痛等症状，所以常常会被当成“腮

腺炎”、“中耳炎”治疗。随着病
情加重，不少患者还会出现程度
不同的耳聋、眩晕、面瘫、脑干脑
炎和多发性颅神经炎等。像王女
士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需立刻
入院治疗。

省人医耳鼻咽喉科陈智斌主
任分析，一般亨特氏综合征多发
于患者抵抗力低下之时。最近王
女士可能疲劳过度，导致免疫力
下降，受到了疱疹病毒的侵袭，且
她的症状算是比较严重的，要经
过规范的糖皮质激素、神经营养
药、改善局部微循环的药物治疗，
情况才会逐步好转。所幸的是，
王女士通过系统治疗，结合中医
针灸，目前其面部神经功能已逐
步恢复。

6月18日，克罗地亚前
锋卡利尼奇被开除出队，因
为他以有伤为借口，拒绝在
克罗地亚与尼日利亚一役
第85分钟替换上场；曾与中
超数队传出绯闻的卡利尼
奇宣称自己背部有伤，但克
罗地亚队医认为，他背部的
伤势完全可以支撑他在第
85分钟上场。

克罗地亚已经不是第
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件了，
2011年 8月 13日，效力于
拜仁的普拉尼奇因为拒绝
在克罗地亚与爱尔兰友谊
赛后与主帅比利奇握手，被
直接开除出国家队。

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内
讧事件并不少见，卡利尼奇
不是第一个。

1994年世界杯小组赛，
德国队在三球领先的情况
下，被韩国队连追两球。作
为德国队中场球员，比赛结
束后，德国球迷指责埃芬博
格下半场跑动较少，脾气暴
躁的他立即做出经典的中
指手势。为了这根中指，号
称“老虎”的埃芬博格受到
惨痛的处罚：时年26岁的他
立即被开除出德国国家队，
在自己的黄金年龄缺席了
1996年欧洲杯和1998年世
界杯。

克罗地亚有球员指责
教练的传统，但他们并不是
唯一一个拥有这种传统的
球队：2002年世界杯，斯洛
文尼亚首战1比3不敌西班
牙，头号球星扎霍维奇被提
前替换下场，愤怒的他痛骂
主帅卡塔尼奇，斯洛文尼亚
足协立刻将扎霍维奇开除
出国家队。

内 讧 最 严 重 的 是 荷
兰。荷兰球员除了来自本
土外，还包括海外领地的苏
里南，后者的代表球员包括
古力特、里杰卡尔德、戴维
斯和西多夫，本土球员则包
括范巴斯滕、科曼、范尼。
除了球员以产地分为两派，
荷兰队内部还分为阿贾克
斯系、埃因霍温系、费耶诺
德系以及三大豪门外的其
他系。

1978年，克鲁伊夫因为
税收问题，与荷兰税务与海
关管理局发生冲突，他因此
退出国家队，打响了内讧的
第一枪，没有他的荷兰队决
赛中不敌阿根廷。1990年
世界杯前夕，古力特和里杰
卡尔德以罢赛为由要求更
换时任荷兰主帅的利伯莱
格兹，足协换上了本哈克；
结果世界杯开幕后，科曼又
与本哈克公开冲突，导致荷

兰队小组赛三战皆平后出
局。1994年世界杯，古力特
与主帅艾德沃卡特因战术
问题再次冲突，虽然后者服
输，但古利特依然拒绝参加
与巴西的八分之一比赛，结
果荷兰2比3告负。

2002年世界杯，赛前训
练，爱尔兰队长罗伊·基恩认
为训练场地糟糕——就象一
个停车场，主帅麦卡锡回答
道，“你可以不踢”；这激怒了
基恩，他破口大骂：“你就是
一团屎，踢球时是屎，做教练
也是屎，我在这里跟你开口
说话，是因为你是爱尔兰主
帅，可你连爱尔兰人都不是，
你这个英格兰XX，XX！”一
直站在麦卡锡一边的爱尔兰
足协立刻将基恩开除出国家
队；实际上虽然麦卡锡出生
地在英国，但已入籍爱尔兰，
还代表爱尔兰出征过1990
年世界杯。

2010年世界杯，天赋出
众的阿内尔卡在小组赛法国
0比2负于墨西哥中场休息
时辱骂了主帅多梅内克，事
后他拒绝道歉，国家队立即
将他遣送回国，事后对他处
以禁赛8场的处罚，不过这
项处罚好像也没有什么实际
意义，因为事发后阿内尔卡
便已宣布从国家队退役。

沙特0比5不敌俄罗斯；伊朗
全场受制，最终依靠对方乌龙幸运
取胜摩洛哥；澳大利亚1比2败给
法国；韩国全场零射正，一球不敌
瑞典——目前出场的四支亚洲球
队成绩惨淡。

虽然中国与韩国球迷间口水不
断，但比赛开始前还是有不少球迷
希望韩国可以表现得好一些，毕竟
同处东亚，韩国人多少可以成为丈
量中国足球的尺子。遗憾的是，韩
国人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就是他们
在希丁克之后没能找到一个合适自
己的外籍高水平教练，引领他们更
上一步；在与瑞典的比赛中，申台龙
充分暴露了他的执教短板。

在韩国本土教练中，申台龙并
不差，因为他带队夺取过亚冠冠
军，也率队出征过奥运会，但在世
界杯的舞台上，他的首战暴露了他
的问题：首发安排金信煜出场有点
想当然。金有1米97的身高，对付
东西亚球队往往得心应手，毕竟亚
洲范围内这样的高中锋很罕见，更
缺乏对付的经验；但对手瑞典后防
线的整体高度接近1米90，让金信
煜的优势化为乌有，整场梦游。

比赛66分钟，申台龙见金信
煜用处不大，想用15号郑佑荣换
下；没想到瑞典队正好打入一球，
场上风云已变，但申台龙仍然坚持
郑换金，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以中
国队主帅里皮为例，不论他在恒大
还是国家队执教，都曾遭遇过场上
情况突变而改变换人计划的做法，
张玉宁、姜至鹏、赵旭日、于汉超等
人都曾体验过。这就是一个教练

对于场上情况的审时度势，根据变
化及时调整。而申台龙缺乏变化，
虽然郑佑荣上场后改变了阵型，但
并没有改变战局，更无法改变结
果，甚至没有一次像样的射门。

目前亚洲球队用外教的很多，
不过真正欧洲一线一流教练并不
愿意前往亚洲，毕竟这会影响自己
的声誉。但仍然有相当不错的教
练在亚洲执教，包括里皮、奎罗斯
和范马尔维克等人，虽然他们多半
年龄偏大，多少和最尖端的足球战
术有脱节，但相比亚洲本土教练来
说，水平高出不止一个层次。记得
前段时间，效力于大连一方、目前
正在俄罗斯为比利时出战的卡拉
斯科就曾经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表
示，马林虽然是个好人，但并不懂
足球；球队在换上一个欧洲教练
（舒斯特尔）后才走上正轨——虽
然话有点难听，但显然是事实。

亚洲足球目前远远落后于欧
洲，甚至落后于非洲，这不仅仅是
个人能力、身体条件的原因，缺乏
高水平教练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以韩国为例，尽管在希丁克之后每
届世界杯都能入围决赛圈，但战绩
惨不忍睹，与之相
对应的是，近年来
韩国找到过什么
像样的外籍教练
吗？如果真的有
高水平的外教，想
必韩国人不会在
世界杯上战绩如
此惨淡的。

赵叶舟

宁聚青春·大学生羽毛球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通讯员 宁羽轩 王阿挺 记者朱

波）2018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竞赛专业志愿
者选拔赛暨宁聚青春·大学生羽毛球赛6月
18日在南京河西万达广场落下帷幕，河海
大学羽毛球协会代表队、南京大学羽毛球协
会代表队、南京师范大学羽毛球协会代表队
分列冠亚季军，进入决赛的8支代表队均可
推荐3名选手直接参与2018年羽毛球世锦
赛志愿服务工作。

2018年道达尔·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
于7月30日至8月5日在南京青奥体育公
园举行，这是世界羽毛球界最顶级的赛事之
一，也是南京继2014年青奥会、2017年世
界全项目轮滑锦标赛之后举办的又一项重
大国际性赛事。 该赛事吸引了在宁30所高
校的热情参与。

“鸡鸣端午诗会”在南京举行
本报讯（天成）近日，第十一届“鸡鸣端

午诗会”在南京鸡鸣寺举行，南京诗词学会
领导、诗人、词家、书画家等参加了此次诗
会。诗会以“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主
题，分为铿锵四十年、红彤又春晖、勃发新时
代三个篇章。《中国崛起之路》《改革开放好》
《中国特色创新路》等一首首热情讴歌改革
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诗篇的铿锵朗诵，
抒发了诗人们的强烈心声。

年逾九旬的老诗人俞律在诗会上分享
了《和荒山成亲》的创作经历，南京诗词学会
为其颁发了“突出贡献老诗人”奖杯。

淮烟获“全国六西格玛优秀项目奖”
本报讯 （张雅婧）近日，江苏中烟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淮阴卷烟厂《降低成品膨胀烟
丝碎丝率》等五个项目被评为“2017年度中
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六西格玛优秀项目”。

淮阴卷烟厂自2012年根据国家局要求
导入精益六西格玛管理工具以来，一直高度
重视六西格玛管理工具在企业生产管理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每年组织实施的改进项
目都紧紧围绕生产关键指标、短板指标、能
耗指标等，做到有的放矢，利用先进的、科学
的管理工具不断提高企业产品质量。经过
长期的有序推进，淮阴卷烟厂已经形成了良
好的六西格玛管理氛围。下一步，六西格玛
管理推进办公室将继续以六西格玛改进项
目为抓手，不断充实人员队伍，巩固专业技
能，进一步深入加强六西格玛管理专题在企
业生产经营中的运用。

遗失启事
●遗失如东金源南美白对虾专业合作

社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0623NA001031X， 编 号 ：
320623000201304170021，声明作废。

●苏州市华琨新苏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050028651001，账
号：626542884，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秦淮区陶杨婚庆用品经
营 部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一 份 ，税 号 ：
320102198610214647，声明作废。

端午节佳节，南京市秦淮区月牙湖街道石
门坎社区党委与南京快易洁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党支部联合举办“粽情粽意、共庆端午”党建为
老志愿服务主题活动，组织社区的高龄老党员、
困难家庭老人一起浓情过端午。 夏宁 摄

英国达德利
学院的师生日前
来到扬州市工人
文化宫文化展示
中心，现场体验
扬州剪纸、玉雕、
通草花、扬派画
意刺绣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制作
技艺，领略中国
民 间 艺 术 的 魅
力。

张丙涛 摄

一位白血病女童重获新生的故事
记者 周新林 通讯员 谭学立 赵鑫鑫

“四评制”确保高考阅卷公正科学
预计22日评卷结束 24日可查分

内讧，卡利尼奇不是第一个

亚
洲
足
球
最
大
短
板
：
主
帅

扬州89岁老战士创办“红色记忆馆”

蚕丝被中竟无蚕丝生产销售均获刑

莫名面瘫，竟因耳朵里长了带状疱疹？

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 60 日
内，该弃婴生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可
持有关证件到以下福利机构认
领。逾期将依法妥善安置。

江苏省收养登记
服务中心
公 告

徐州市社会福利院
（电话：0516-83490769）

1. 现名 ：冯天
民，男，2005 年 08
月03日10：25在徐
州市天桥市场平台

上捡拾，身穿黄色衣服，约2
岁，由徐州市公安局天桥派
出所送入我院。

2. 现名：冯康
平，男，2005年07月
07日13：00在徐州
市九里区张小楼村

路口捡拾，身穿白色上衣，黑
色裤子，约3岁，由徐州市公
安局湖滨派出所送入我院。

3.现名：冯晚晴，
女，2005年07月21
日 10：00在徐州市
社会福利院北门捡

拾，身穿黄色宝宝衫，红色包
被包裹，约5个月，由徐州市
公安局青年派出所送入我院。

4. 现名：冯小
东，女，2005 年 07
月14日09：30在徐
州站豪华候车室捡

拾，身穿灰色衣服，绿色裤子，
约3岁，由徐州铁路公安处徐
州车站派出所送入我院。

5. 现名 ：冯风
华，女，2005 年 04
月15日21：50在徐
州风华园门口捡拾，

身穿黄色宝宝衫，蓝色包被
包裹，新生，由徐州市公安局
湖滨派出所送入我院。

6. 现名 ：冯大
伟，男，2005 年 04
月09日13：40在徐
州市车站广场捡拾，

身穿条纹色衣服，约3岁，由
徐州市公安局东站派出所送
入我院。

7. 现名 ：冯海
棠，女，2005 年 12
月23日18：30在徐
州市社会福利院北

门捡拾，身穿黄色衣服，约1
岁半，由徐州市公安局青年
派出所送入我院。

8. 现名 ：冯嘉
琪，女，2005 年 12
月03日10：30在徐
州市汽车总站西门

口捡拾，身穿红色上衣，白色
裙子，约3岁，由徐州市公安
局汽车站派出所送入我院。

9. 现名 ：王蔓
莉，女，2004 年 10
月21日10：30在徐
州市社会福利院门

口捡拾，身穿黄色上衣，白色
裤子，约4岁，由徐州市公安
局翟山派出所送入我院。

10. 现名：王天
成，男，2004 年 03
月16日18：00在徐
州复兴路国华图书

馆门口捡拾，身穿绿色上衣，
黑色裤子，约2岁，由徐州市
公安局天桥派出所送入我院。

11. 现名：王文
斌，男，2004 年 03
月16日10：00在徐
州市中医院门口捡

拾，身穿黄色上衣，灰色裤
子，约3岁，由徐州市公安局
彭城派出所送入我院。

12. 现名：王雯
娜，女，2004 年 03
月10日11：00在徐
州市福利院门口捡

拾，身穿白色宝宝衫，黄色包
被包裹，新生，由徐州市公安
局杨庄派出所送入我院。

13. 现名：王喜
迁，男，2004 年 02
月23日11：00在徐
州市妇幼保健院捡

拾，身穿黄色宝宝衫，白色包
被包裹，新生，由徐州市公安
局彭城派出所送入我院。

14. 现名：王子
新，男，2004 年 09
月03日14：00在徐
州市新沂市民政局

院内捡拾，身穿白色宝宝衫，
约10个月，由徐州市公安局
翟山派出所送入我院。

15. 现名：许文
辰，男，2016 年 06
月24日20：25在徐
州市社会福利院门

口捡拾，身穿黄色宝宝衫，白
色包被包裹，约6个月，由徐
州市公安局青年派出所送入
我院。

16. 现名：郑云
龙，男，2003年10月
19日 11：30在徐州
市福利院门口捡拾，

身穿白色宝宝衫，蓝色包被包
裹，约7个月，由徐州市公安
局翟山派出所送入我院。

17. 现名：吴铁
军，男，2002年12月
15日09：00在徐州
站 4936 次列车捡

拾，身穿白色宝宝衫，黄色包
被包裹，约7个月，由徐州市
公安局青年派出所送入我院。

更正公告 ：2017 年 10
月16日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刊
登在《江苏工人报》上的弃婴
公告，何一浩姓名有误，应更
正为何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