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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钱伶俐 袁竞 汤钦云

一张老式凉床，中央架起三根粗毛
竹，几根麻绳从中间垂下，绳上连着自制
的简易滑轮。躺在床上的陈俭华用一只手
紧紧抓住绳子，试着拉起僵直的身体，再
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角度，然后咬牙用力，
靠着另一只手的支撑，艰难地立起身子，
慢慢将腿转出床沿，探寻地上的拖鞋，额
头已经沁出了汗水，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后他终于站了起来。

这是陈俭华每天的起床过程。他是一
名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患病18年，现独居
在长龙二村。自几年前与他相依为命的父
母相继离世后，如今47岁的他独自一人生
活，姐姐时常会来照顾他。靠着每个月不
足2000元的退休工资和补助，陈俭华整
天待在居室里，日复一日艰难地生活着。

“梦想改造家”的到来，给他带来了一

份惊喜，如同感受这秋日的阳光，内心暖
暖的。

负责改造的是市残联。10月21日，市
残联的工作人员再次走进他的家中，对此
前的“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进行
验收。那张老式凉床边墙上一条新安的电
线槽便是改造点之一，顺着门框上沿一直
延伸到了床头。曾经的这里，几乎满床、满
墙都爬满了“蜘蛛网”。

“所有电源线、网络线、电话线全部都
要直接接到他的床上，第一次来看的时候，
发现床的左右两侧拉满了电线，密密麻麻
的”，市残联办公室主任樊泽伟还记得这些
电线改造前的模样，凌乱的线路让他感到十
分担忧，“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陈俭华不能弯腰、无法坐下，也不能
抬高腿，他形容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块僵
硬的铁板，只能直直地站、直直地躺”。这
张特殊的床，是他日常待得最久的地方，

枕头边的小抽屉里收纳着手机、充电器和
电视机遥控，一旁还放了一部电话机，一
个拖线板……无法出门的他以这样的方
式感触外面的世界。

除了凌乱的电线，卫生间里那个老旧的
浴缸也被拆除，“脚不能跨进去，就倚着浴缸
边淋浴，弄得到处是水。”这个让陈俭华既头
疼又无能为力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市残联
的工作人员为他专门定制了一个淋浴间，有
挡水条防溢，更方便了他进出。这份便利的
到来体贴而温暖，陈俭华十分感动。

“我们还会在卫生间的墙壁上安装一
个新的扶手，原先的那个太旧了。”樊泽伟
说，今天是他们这个月里第四次来到陈俭
华家，从摸底调查到沟通协调、制定方案，
再到最后的工作验收，他希望通过这种私
人定制的方式尽可能地帮助陈俭华解决
生活中的不便，“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需
要就给我打电话”，樊泽伟将写有自己手

机号码的小纸片递到了陈俭华手里。
“以爱之名，让生活无碍”。陈俭华是

2020年我市112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工程中的受益者之一。从2019年起，这一
工程被纳入我市政府为民实事工程，市残
联以“梦想改造家”的身份走进困难残疾人
家中，添置安装和改造提升用于缓解、抵消
或代偿因残疾带来的居家生活、活动障碍
的设施设备及各种辅助器具用品。

为视力障碍者送去“会说话”的闪光
语音烧水壶；为肢体残疾者安装卫生间扶
手、洗澡椅，改造灶台、厨房橱柜，对地面
进行防滑处理；为听力障碍者安装可视门
铃……“每个残疾家庭的需求情况都不一
样，我们在改造中坚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在细节中把温暖传递给他
们”，樊泽伟介绍道。

（扫码看更多）

10 月 20 日晚，2020 年启东市秋季
篮球联赛在蚂蚁球馆火热开战，全市共
11支球队同场竞技。图为粉红豹队与国
企联盟队在进行激烈角逐。

融媒体记者 姜新春摄

10 月 21 日上午，广受社会关注的“别
车泼咖啡案”在朝阳法院以线上的方式公
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苏某当庭表示认罪认
罚。朝阳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苏某拘役
3个月，罚金6000元。

据涉案人苏某在法庭上交代，他拿驾
驶证已经11年。当天，因王某在一个红绿灯
路口并线时未打转向灯，别了他一下，导
致他差点撞到中间的护栏上，“当时我火
就起来了，就想也别他一下，于是追了一
段，中间也互相别了几次，最后我一冲动
就朝他泼了一杯咖啡。”从情理角度讲，这
纯粹是“冲动下”惹的祸。恐怕，他自己也
没有预想到会因此被判刑。

苏某的行为是典型的“路怒”。试想，
如果当时双方能够依法文明驾驶，尤其是

苏某不是多次别车、急刹车影响王某，甚至
随手泼深色咖啡，而是采取依法文明的方
式来解决，恐怕也不至于落得如此“悲催”
结局。而事实上，道路上的“路怒”之举，不
仅给自身身心带来不良影响，而且若处置
不当随时可能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法律对这样的行为并不纵容。公诉机
关认为，被告人苏某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追逐竞驶，情节恶劣，应当以危险驾驶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而鉴于被告人苏某在案
发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系自
首，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对其所犯罪行
依法从轻处罚，法院一审判处苏某拘役3
个月，罚金6000元。可以说，苏某被依法惩
治不冤。

此判例，无疑给“路怒族”上了一堂法

治课，更是一次警示教育。毕竟，正如媒体
对此评论，对“路怒”一族“网开一面”，就
起不到应有的震慑和教育作用。确实是如
此。法律对“路怒族”不迁就，对违法者施
以法律惩戒，甚至给予一定的“实刑”，不
仅是对道路交通安全的负责，对涉案人的
生命负责，更是对“路怒族”的最强震慑。

事实上，此前媒体对“路怒”司机进行
过形象描述，比如，一碰到有驾车“侵犯”

“本尊”，无名火便突然腾空而起，不仅互
相爆粗口，且会从“车斗”升级为“人斗”，
一旦某一方擦枪走火按捺不住，则难免演
变成暴力冲突。而这样的情形，在现实中
并不乏见。如此一来，只能是促使危险系
数陡升，若当事人能够绷紧法律及安全之
弦，就不会做出糊涂事。

生命只有一次，驾车上路依法文明当
是底线。即便在有些情形下，我们无法控
制自己的情绪，也应该想想自己身后的家
人。更何况，开斗气车就是在玩命，而“路
怒”引发的命案就曾出现过，对此更理当
警醒。总之，3个月的拘役，是苏某对自己
违法犯罪行为应付出的代价，对他人而
言，须从中汲取教训，别让此类不愉快的
事情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杨玉龙）

市残联走进112户困难残疾人家中，为他们“私人定制”安装无障碍设
施，最大程度满足残疾人士日常生活需要——

以爱之名让生活无碍

“别车泼咖啡”获刑是堂法治课

我市一彩民喜中“超级
大乐透”一等奖三注追加

9元中了2991万

本报讯 10月21日晚，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20104期开奖，位于市区人民西路的06630
站点传来喜讯，一位彩民喜中3注追加“超级大
乐透”一等奖，获得奖金2991万元。

开出大奖的体彩06630站点位于市区人民
西路1561号（车臣公寓对面）。据该站点工作人
员姜亚娟介绍，这张中了大奖的彩票大概是10
月21日晚6点半售出的。“当晚8点半要开出当
期的‘超级大乐透’，所以6点半至7点半左右这
段时间，购买‘超级大乐透’彩票的彩民较多，印
象中是一个男子前来购买的，是不是老彩民完
全没有印象。”姜亚娟说，她的站点陆续也中过
几次几万元的大奖，但是中这么大的奖还是第
一次遇到。

据了解，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0104期中
奖号码前区为 03、12、23、26、30，后区为 04、
07，本期开奖公告，一等奖35注，追加32注。我
市这位中大奖的彩民仅花了9元追加三注，结果
中了大奖，奖金总计2991万元。据市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副主任周杰介绍，这是我市体彩继
2018年中894万元后的又一大奖，再次刷新启
东体彩史上最高中奖金额记录。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王凯 徐秋逸）

篮下争霸

启东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热烈祝贺体育彩票汇龙镇人民西路
06630站点一彩民喜中3注追加“超级大
乐透”一等奖，获得奖金2991万元！

嗨购双色球 大礼奖上奖
在9月1日至11月29日期间，凡在本市福彩投注站购买单张20元

以上（不含20元）的“双色球”彩票，即可参加抽奖。特等奖奖品为价值

12万元的大众朗逸汽车1辆或等值现金。详询各福彩投注站。

启东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宣

▲谢正涛遗失残疾军人证一份，编号：苏
军F018876。声明作废。

▲董兵贤、耿秀琴遗失启东金工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江苏省南通市销售不动产通用

发 票 第 三 联（办 证 联），发 票 代 码 ：
232060790010，发票号码：00191421，金
额：208613元，项目名称：向阳协兴港西路
34号商品房售房款。声明作废。

遗失
启事

按照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饮
用水的水质不含病原微生物，而且虽然经过了
消毒处理，但水中残留的一些化学成分也不会
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所以，烧开的白开水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随着白开水放置时间的延长，放凉的

白开水有可能会从环境中获得一些微生物，这
主要和所处环境的洁净程度有关。

一般来说，长时间放凉白开水的场景在居
家环境，被微生物侵染的可能性相对更低。

此外，虽然有一些细菌（如硝化细菌）有能
力代谢产生一些致癌物，如亚硝酸盐。但在白开
水放凉的过程中，不太可能产生大量的亚硝酸
盐。

水中本身的亚硝酸盐含量，比如重复煮沸

的白开水有可能带来的浓缩效应。
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了硝酸盐和

亚硝酸盐的最高限量分别为10㎎/L和1㎎/L。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每日
允许摄入量（ADI）最高分别为3.7㎎/kg体重
（1995年）和0.07㎎/kg体重（2002年）。而实际
生活中饮用水里两者的含量显著低于国家标准
的限量。

所以，白开水放凉时间过长并不会有太大的
食品安全风险，更多是放置时间过长，影响口感。

因此，日常生活中没有长时间放置白开水
的必要。 （二十八）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知识问答（八）

问：常住人口、现有人口、户籍人口和普查登记对象之
间有什么区别？

答：普查时点，人在户在、人在本户居住不满半年但离

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人在本户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

上、户在但是人在境外居住以及户口待定的人口即为常住

人口；现在本户居住的人，不管居住时间长短、有无户口即

为现有人口；户口在本户，不管其是否在本户居住的人口即

为户籍人口；现有和本户户籍外出人口即为普查登记对象。

问：户口在本普查小区普查时点在境外居住人员如何
登记？

答：对于户口在本普查小区内，普查时点在境外居住，

但未定居的人员，如驻外外交机构人员、驻

港澳机构人员、其他各驻外机构人员以及派

往境外的专家、职工、劳务人员、留学生（包

括公费和自费）、实习生、进修人员等，由其

出国前居住的家庭户或者集体户申报登记。 启东市统计局

白开水放凉后堪比“慢性毒药”？

这已是该村民组第十次举办这
样的联谊会。近海镇老龄协会会长龚汉兵说：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共同营造敬
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尊老敬老在东疆大地已经蔚然成
风。逢年过节，我市各级积极开展走访慰问送温
暖活动，倾听老年人心声，关心老年人生活，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让老年人获得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
温暖。同时，组织社区、镇村、学校为老年人开展
帮扶志愿服务，使敬老爱老行为成为常态，成为
习惯。

顾件英是寅阳镇中心敬老院的负责人。在
敬老院工作了14年的她，感受到社会上尊老敬
老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每年到敬老院慰问、志
愿服务的人越来越多。”顾件英说，“像在外成功
人士胡霞光，自2011年开始就为敬老院捐款捐
物，合计已有44多万元。”

10月20日，王鲍镇久东村蔡仲章、张惠珍
夫妇将满满3个麻袋、134双棉拖鞋送到了汇龙
中心敬老院的老人们手中。这已经是他们夫妇
连续第4年为敬老院送爱心手工鞋了。虽然蔡仲
章也已是82岁的老人了，但他说：“有些老人无
依无靠，无儿无女，我就想要多做点鞋子，能让
更多的老人冬天暖和一些。”

我市还把敬老爱老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来
抓，完善惠老政策，创新助老机制，发展敬老文
化，在全社会形成敬老爱老新风尚。

今年，我市迈出适老化改造“第一步”，为农
村分散供养特困老人安装了1131只智能烟感报
警器。“这类农村独居老人，家里一旦发生火情，后
果不堪设想。”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高乙今
说，为能最大程度上保障这部分老年群体的生命
安全，我市于去年底“试水”推出烟感报警这一适
老化改造项目。

同时，我市通过对公共区域进行无障碍化
改造、配置养老服务用房、增补适老化活动场
地、老小区加装电梯等适老化改造措施，为老年
人提供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实用便捷的养老
服务，受到了众多老年人的欢迎。

为了最美夕阳红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