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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所受启东市女企业
家协会委托创办，通过搭建
两座平台，使有情人相识、相
知、相爱！现有千名单身贵
族，期待您的海选！

周末Party活动，免费报
名火热进行中……
地址：启东市东方银座508室
电话：83816600 QQ：1540904806
网址：www.36500t.com

启东牵手联谊会所
海选您的另一伴

定制您的专属幸福
本会所是启东规模最大，最正

规最专业，成功率最高的婚恋机构
（网络平台+红娘一对一婚配）。常年
举办上海、南京相亲专场，每月开放
爱情超市。
地址：启东市环球大厦1016室
电话：83657388 QQ：2804284522
网址：www.hdjyhs.com

启东红豆婚恋会所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九亿
元大派奖，大奖小奖一起加。

详询各福彩销售站点

体彩大狂欢，机会不错过
体彩大乐透，11选5双活动开启，

惊喜乐不停！详情见店内海报。
启东市体彩中心

你若在情绪、行为
习惯、家庭婚姻、人际
关系及学习中受困扰，
可访 。
联系人：吴老师
预约电话：66683325

心理咨询
启东市科学技术协会 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联办 第34期

启东科协官方微信

本报讯 进入冬季后，许多人开
始吃起了狗肉。因而，一些“毒狗”的
人也随之出现，家犬成了他们的猎
物，而这些毒狗肉随之便流入市场，
成了餐桌上的“佳肴”。11月份以来，
我市王鲍镇、合作镇、吕四港镇等地
已发生多起以针剂飞镖方式毒杀犬
的警情。

上周，家住北新镇双仙村的黄先
生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养了多年的一
条大黑犬被人毒杀并被带走。事发当
时，黄先生正在家中与邻居闲聊，大
黑犬则在家门口的进宅路上玩耍。突
然，大黑犬莫名倒地，他立即站起身，
正欲上前查看情况。不料，一辆停在
村道上的面包车上下来1名男子，直
接将躺在地上的大黑犬拎上了车。随
后，面包车疾驰而去。看着眼前的一

幕，还未反应过来的黄先生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面包车离去，虽然之后紧追
了几步，但已无济于事，面包车很快
便消失在视线中。

民警根据案发地遗留物分析，以
及已破获案件缴获的工具，毒狗嫌疑
人一般使用改装枪或弩，发射氰化物
等剧毒药品飞镖射杀犬后，将被毒杀
的犬窃走。据民警介绍，毒狗案件全
天候均有发案，夜间发案较为集中，
嫌疑人多为驾驶面包车或者轿车作
案，便于快速转移和载犬，案发地主
要在城郊主次干道旁，被毒杀的犬只
大多为家养的中大型犬。

据了解，此类毒狗盗狗案件，嫌
疑人会趁人少时射杀路边或者小区内
无人照看的犬。犬一旦被毒针射中，
毒针内的弹簧会自动将氰化物等剧毒

注射到犬的体内，犬从被射中到死亡
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数十秒的时
间。市民如果食用了这类被毒杀犬的
肉，会对人体健康构成隐患，同时，
如果毒狗者操作不慎，会对人造成生
命威胁，一旦人误碰毒针针头或者被
误射，后果不堪设想，半克药物足以
致成年人在数分钟内死亡。

虽然被毒死的犬，在烹煮前，
还需要进行屠宰、浸泡等过程，体
内残留的氰化物剧毒会流失一部
分，但狗肉中肯定会有氰化物残
留。人在食用后可能产生呕吐、头
疼、腹泻、四肢抽搐等中毒症状，
摄入毒狗肉过多可能会有生命危
险，对来历不明的狗肉，慎食！根
据刑法144条的规定，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在生产、

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
为。据此，用毒镖盗狗卖狗的行
为，可能不仅仅是盗窃行为，也可
能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不少狗主人痛失爱狗后一般都
不会想到报警，这也放任了毒狗行
为。警方提醒，市民一旦遇此类情
况，可以记下交通工具的车牌，嫌
疑人的穿着外貌特征，尽量远离和
不要触碰被毒杀的犬，避免受到不
必要的伤害，并在第一时间将信息
传递给警方。同时，警方提醒广大
宠物主人，注意看管好宠物，不要
让其独自外出，避免使其成为违法
犯罪分子的目标。

（朱俊俊 吴耀琴）

近期毒杀家养犬案频发
市民慎买慎吃不明来历的狗肉

要建称心房
泰安帮您忙

采用先进工艺、高端装备，泰安建材“烧结保
温砌块”开始热销，欢迎新老客户光临惠顾。

厂址：启东市头兴港闸东侧 销售热线：0513-83699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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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老店 价格公道
汇龙：长江中路419号

吕四：吕四宾馆对面国昌家具内
恒大威尼斯：630号9号商铺
电话：1565138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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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嘉怡

在南阳镇耕南村，随便打听
一下村民刑爻标的人品，大家一
定会竖起大拇指，夸他用一颗善
心延长了他弟弟的生命。“真的
是好人，我活这么大年纪，没有
见过对弟弟这么好的人。”耄耋
老人高锦兰激动地说了起来。她
说，如果没有刑爻标的悉心照
顾，他的弟弟也不可能过得这么
舒心。

刑爻标是耕南村的村民，平
时靠外出打零工维持生计。五年
前的一天，刑爻标的弟弟刑爻军
突然不省人事。等抢救醒来以
后，刑爻军就成了半身瘫痪的状
态，医生说这是中风。

平静的生活从此被打破，卧
病在床的刑爻军生活不能自理，
更无力挑起家庭的重担。患病之
后的刑爻军意志消沉，外面一切
的美好仿佛都与他无缘，一直消
极度日。一切的一切，刑爻标看
在眼里、痛在心里。一奶同胞的
兄弟之情，让他下定决心：无论
如何，要帮助弟弟走出阴霾，重
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刑爻标每天帮着刑爻军做身
体康复训练。因为平时要外出打
零工维持生计，刑爻标就牺牲自
己的睡觉时间，每天早起晚睡，早
晚各一次帮弟弟做康复训练，五
年来从未间断。经过长时间的精

心照顾，刑爻军的身体情况明显得到改善。天气好时，刑爻标就扶
着刑爻军在村里的埭路上散散步，看看风景。天气不好时，刑爻标
就在家里帮刑爻军做训练。“抬腿、弯曲、伸直”、“抬起左胳膊、弯
曲、放下”，每一天，刑爻军的房间里都能听到这些温暖的训练“指
令”。刑爻军曾对着刑爻标说过：“有你在，我知足了。”

不止如此，为了不让刑爻军孤独难受，刑爻标外出打工时，只
要有合适的机会，就会把刑爻军带在身边，带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工作的空闲之余，刑爻标就陪着刑爻军说笑谈心。“不仅要让弟
弟身体上恢复健康，我还要多陪他聊聊天、开导他，让他慢慢地坚
强乐观起来，勇敢地面对现实，继续笑着生活下去。”刑爻标说。

周围的邻居问刑爻标照顾弟弟累不累，刑爻标总是憨厚地
笑笑说：“弟弟这种情况，照顾起来说不累是假话。但我们是兄
弟。哥哥照顾弟弟是天经地义的事。”刑爻标的一句“天经地义”
让所有人为之感动。现在，刑爻军的状况逐渐好转，刑爻标的努
力付出依然在继续，祝愿他们兄弟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33..99cmcm××11..88cmcm 30元/期（10期起刊） 2500元/100期

实用 实在 实惠 实效

启东福缘艾灸馆
艾灸是一种中医疗法，具有疏

风散寒、通经活络、温阳补气的作
用。艾灸对于寒、湿、虚症有良好效
果，尤其对颈肩腰腿痛、妇科、男
科、胃肠病症等有特效。

本店主营：手工悬灸、隔姜灸、
火疗、刮痧、拔罐等。

地址：启东市民乐中路民乐幼
儿园东隔壁（拜耳制药厂对面）

电话：13901465237
微信：919815480

招收电脑绣花工，免费
提供食宿。

地址：海门市树勋镇新
富村10组

电话：13485195383
联系人：曹先生

招 工 通 知
根据近期失业志愿兵诉求，请有就业意愿的失业

志愿兵于本通知登报之日起至12月20日，携带身份
证、志愿兵退出现役证明书及1张1寸近期免冠彩照到
所在镇、街道的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填写相关登记表。

特此通知。
启东市民政局

2016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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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年终岁末是侵财案件
高发的时节，近年来随着私家车的日
渐增多，不少车主把自己的爱车当成
了“移动保险柜”，可这只有薄薄一层
玻璃的“保险柜”着实不保险，被不少
不法分子钻了空子。昨日，记者从市
公安局北新派出所了解到，连日来该
所辖区已经发生多起车窗被砸，车内
物品被盗的案件，警方提醒市民注意
妥善保管财物。

12月7日，市民曹先生报警，停
在北新镇新庄村自家宅前的福特轿
车，车右侧前窗玻璃被砸，幸亏车内

没有其他物品没有遭受更多的财产
损失。而让人诧异的是，一把铁锤被
丢弃在车旁，这把铁锤是自己放在底
楼西屋里的，显然是不法分子从自己
家中拿出来的。这已经是近一周以
来，北新派出所辖区内发生的第四起
砸车窗盗窃案件。

11月30日凌晨，北新镇振兴村
王某停在场心东南角的黑色广本右
侧前窗玻璃被撬，车内副驾驶储物
仓中的钱包内被盗走700余元人民
币。12月4日晚，许某停放在北新
镇336线朗奥公司西隔壁的黑色广

本，早上发现汽车副驾驶车窗玻璃
被砸碎，副驾驶位置前工具箱被打
开，箱内1000元被盗。12月5日停
放在北新镇高家集镇红阳河平乐北
路管某宅的黑色别克轿车，第二天
发现右前门车窗玻璃被砸，车内副
驾驶位置的储物箱内约4000元现金
被盗。

“实际上私家车是非常不安全的
一个地方,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之
下,远离视线，仅靠一层玻璃防护,
如果盗贼真想偷，哪能防得住？”一
位办案民警称,砸车窗玻璃盗窃被发

现的几率非常低,犯罪成本非常低,
实施盗窃非常容易。警方提醒广大
车主，停车时，车主一定要注意防
范。尽量将车停在有监控的地方或
较为开阔的地带，切忌在偏僻地
段、灯光昏暗的地方停车。不要在
车内存放贵重物品，比如钱包、手
机、摄像机、照相机、笔记本电脑
等，而且这些贵重物尤其不能放在
显眼位置。人离车时，要将贵重物
品随身带走。避免因车内财物暴露
而引起盗窃嫌疑人的注意。

（王天威 刘小羽）

12月7日上午，通启河久隆桥为
期三天的旧桥拆除工程开始进行。市
地方海事处专门派出 4 名工作人员
以及海巡艇、海巡车在施工现场执行
维护任务，通过提高对施工现场上下
游的巡航频次、扩大巡航范围、加强
巡航力度等措施，引导船舶航行、停
泊，全力确保了施工水域的安全畅
通。 张婷玲 李雅美 姜新春摄

银芃家纺
“银芃家纺”启东店。

专业现场定制高端鹅绒
被、蚕丝被，依旧翻新，立
等可取。兼营四件套等各
类床上用品。
地址：长兴街130号
电话：13773887008

遗失启事
江苏绿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启

东市供电公司开具的电力负控费发票一
份，号码：00725095，金额：捌仟元，开票
时间：2011年9月5日。声明作废。

婴幼儿窒息
常见的婴幼儿呼吸道阻塞的原因有俯卧时被枕头

堵住口鼻，或是脑袋钻进塑料袋里蒙住口鼻等，如不及
时解救，常会发生窒息。

婴幼儿窒息的防治方法：
1.三个月以内的婴儿不可以俯卧睡觉，以免口鼻被

枕头、被褥等物品堵住，自己又翻不了身而发生窒息；刚
会翻身的孩子睡觉时，成人要加强监护，如孩子俯卧睡
觉，则不要束缚他的双臂，使孩子可以抬头、动肩或双手
支撑，避免窒息；不要给孩子玩塑料袋等物品。

2.发现孩子呼吸道堵塞，要立即解除造成窒息的原
因，让孩子呼吸新鲜空气，同时观察孩子的呼吸、脉搏是
否正常。如果呼吸、脉搏不正常或停止，要立即呼叫救护
车，同时进行心肺复苏抢救。

（启东市红十字会供稿）

乘客粗心丢失拎包
公交员工完璧归赵
本报讯 12月5日上午，飞鹤公交公司乘务员施春梅打扫

车厢卫生时，捡到一只拎包。正当她与乘务大队办公室工作人
员寻找失主时，失主陆女士正好寻找了过来。公交公司工作人
员在确认陆女士的身份信息后，将拎包交还到了她的手中。

12月 5日上午10点左右，乘务员施春梅所在班车到站
后，随即对车厢进行了打扫。在打扫的过程中，她发现座位
上有一只拎包。捡到拎包后，施春梅第一时间交给了公交公
司乘务大队办公室工作人员，并努力回忆乘客的长相以及在
哪站下的车，协助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找寻失主。经过清
点，包内有4300元现金，三张银行卡，客户资料，以及一张
身份证。

正当施春梅等人打算通过拎包中的身份证信息报警求助
时，一位女子就在此时急匆匆地走进了乘务大队办公室，她
满脸焦急与慌乱，直喊“怎么办？急死了，急死了……”工
作人员询问该女子后得知，原来她在当天乘坐9:15分从王鲍
开往市区的公交车上，不小心遗忘了一只拎包，包内有若干
客户资料及款项，如丢失后果不堪设想。在经过进一步的核
对信息后，施春梅等人确认眼前的这位陆女士与身份证是同
一个人，正是她们正在寻找的失主，她们随即便将拎包归还
给了陆女士。拎包失而复得，陆女士十分激动，同时表示一
定要当面酬谢施春梅，施春梅婉言谢绝，笑称能物归原主就是
最好的感谢。 （朱俊俊 陆帅君）

警方提醒

岁末砸车窗盗窃案多发
车主勿将贵重物品放车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