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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人旧病复发在如皋街头摔晕，众多好心人伸援手——
—

烈日下，他们的爱心之举让人感动
26日上午， 在如皋长江镇富江
路开照相馆的摄影爱好者陈进给记
者发来一组照片。画面中，一上了年
纪的老人摔倒在地， 面部朝下并渗
出一摊血迹。好心人蜂拥而至，有的
为老爹撑伞遮阳， 有的为老爹拨打
120和110电话。因救治及时，老人最
终转危为安。
据陈进介绍， 这组照片是他于
25日拍摄。 当天下午1时40分左右，
在他照相馆斜对面的巷子里， 突然
有位老邻居跑出来告诉他， 巷子里
出事了。他闻讯赶至事发地看到，一
位老人倒在地上， 地面还有一摊血
迹，看起来十分瘆人。
出于职业习惯， 陈进出门前挎
上了相机。 在事发现场，陈进看到，
与他照相馆门对门的金银加工店的
老板邹阿强正守护在倒地老人的身
边，左手撑伞为老爹遮阳，右手摇着
蒲扇为老爹降温。
邹阿强说， 当时他听见巷子里
传来小孩的呼救声后立即赶到了现
场。“那小孩在巷子里玩耍，正巧看
到有个老人倒在地上， 吓得大声呼
救起来。 ”邹阿强坦言，连他自己也
被吓了一跳， 老人倒在地上不能动
弹，面部周围还有一摊血迹，更关键
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由于
缺乏专业急救知识， 邹阿强不敢轻
易地挪动老人身体。“烈日当头，我
能做的就是为老人遮阳降温。”邹阿
强说。
在邹阿强为倒地老爹撑伞摇蒲
扇的同时，好心人蜂拥而至，有人拨
打了120急救电话，为老人争取了救
治时间。 住在巷子附近的张锦荣老
人睡午觉刚起床， 听见巷子里有动
静， 赶来一探究竟，“现场没有人认
识倒在地上的老人， 无奈只好拨打

桑拿天里苦苦相劝3小时
公安消防联手救下轻生女
救援现场。

晚报讯 6月26日晚，我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内， 一名女子爬到
11层顶楼想要轻生， 市消防部门
接报后赶到现场，经过公安、消防
等救援人员3个小时苦口婆心的劝
说后，女子最终放弃轻生的念头。
26日晚，天气热得像在“
蒸桑
拿”。 晚上7时许， 急促的警铃响
起，有市民报警称，在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海尚家园某幢， 一名女子
站在距离地面30多米的顶楼天台
徘徊，情绪十分激动。
接报后，南通消防支队新城中

陈进

110，求助民警为老人找到家属。 ”
作为摄影爱好者的陈进， 被眼
前一幕幕充满温情的画面所感动，
他一次次按下快门， 将最美的画面
永远定格。在现场的5分钟左右时间，
他拍下了金银加工店老板邹阿强为
老人撑伞摇蒲扇的场景；拍下了张锦
荣老人喊左邻右舍前来帮忙施救的
场景；拍下了急救医生抬着担架将老
爹送上救护车的场景……陈进说，他
之所以把这组照片发给媒体，就是希
望借助公众平台，将这股正能量发扬
“
对于老人倒地扶不扶，不少人
光大，
心存顾虑，但确实有人用实际行动证
明了
‘
爱心大于一切’。 ”
昨天， 记者从收治老人的如皋
港人民医院业务院长沙浩波处了解
到，老人叫潘志成，家住如皋长江镇
二百亩社区。经诊断，老爹患有帕金
森综合症。“
帕金森综合症患者的平
衡障碍、冻结步态等问题，都是导致
患者常跌倒的原因。 ”沙浩波表示，
好在老人摔得并不严重， 并且送医
及时，所以身体并无大碍，至于其面
部创伤，经医护人员的清创缝合后，
不久将痊愈。
据了解，目前，老人已被其女儿
接出院，在家休养。
本报记者 李彤 本报通讯员 王俊

安徽失主说，在海门的经历毕生难忘
晚报讯 6月26日下午，安徽
霍邱籍男子杨道刘， 在安徽老家
从快递员手中接过一只寄自江苏
海门的包裹；打开一看，包裹内是
自己几天前在千里之外的海门意
外丢失的钱包！再一查看，不但钱
包内身份证、 银行卡等物品一样
没少，数百元现金也分文未动。拿
到失而复得钱包的小杨， 随即打
电话给向他邮寄包裹的海门市公
安局海门港新区派出所副所长戴

孩儿巷南路 ６２－副 ２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东郊庄园双拼 别墅 1一 3/3 263m2 车库 44m2 毛坏 东首
418 万
花园角 6/7 2/1 60.2m2 全新精
61.8 万
外滩花苑 2/18 3/2 140m2 车库 15m2 毛坏 阳光好
195 万
万科濠河传奇 2/18 3/1 118m2 十 12m2 阳光好 南北通透 启秀学区 226 万
万象北园 7/7 2.5/1 71.6m2 设施全 毛坯
51万
佳利秀水公寓 15/18 1/1 64.5m2 精装 拎包入住 启秀学区
110 万
城市嘉苑 1一 2/6 6/2 270.8m2 复式 地下 50m2 豪装 大院子 60m2 2 个车位 715 万
将军园 5/7 1/1 47m2 精装 有钥匙 实价
47 万

河行， 还有拾金不昧的好老板再三
致谢，他表示：“
在海门的经历，让我
毕生难忘！ ”
据了解，23日傍晚，海门市包场
镇建江饭店老板蔡建江， 在店内意
外捡到一只钱包，忙问谁丢了钱包？
然而， 饭店服务员和顾客都表示没
丢钱包。不得已，蔡建江只得向派出
所民警报警求助。
接警后， 海门市公安局海门港
新区派出所副所长戴河行赶到现

福彩直通车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蓝莓叶黄素 一年仅需 299 元

吉缘中介

市场价 280 元 / 瓶
一年量市场价 1680 元

活动价仅需
299 元 / 年

只有 100 组

前四届江苏省“福彩杯”老年好声音大赛得到参赛老人的热烈
支持，赢得满堂喝彩。 今年 4 月 18 日起，第五届大赛报名活动开始
啦！ 截止时间为 6 月 30 日。
选手要求：具有基本的独唱水平（戏曲除外）；具有一定的个人
才艺（如具有感人的生活故事或经历者优先），具有正确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以身份证为准，男性年满 60 周岁以上，女性年满 55 周
岁以上，身体健康，适合表演。
参赛奖励：本赛事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分
别获得 10000 元、5000 元、3000 元江苏福彩圆梦爱心基金及其他
荣誉称号，凡入围初赛 60 强及复赛的选手分别获得 200 元、500 元
的爱心礼包奖励。 另外，市福彩中心还对我市参加本届比赛的选手
给予一次性现金奖励，标准为：进入并参加初赛未晋级的选手每人
800 元，进入并参加复赛未晋级的选手每人 1500 元，进入并参加决
赛的选手每人 2500 元。
报名方式：在福彩机构、各投注站填写报名表，按要求将参赛作
品发送至指定邮箱。 更多详情请咨询各福彩站点，或登录南通福彩
网查看。 咨询电话：85286793。

银河中介
久和中介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福彩双色球 2 元可中 1000 万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 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东郊庄园双拼拼别墅 1-3 层 311m2 纯毛坯有院子
中南七星花园 6/电 2 室 2 厅 106m2 精装学区房
启秀南苑 3/4 层 3 室 2 厅 2 卫 146m2 精装车库 26m2
和兴花苑 2/6 层 3 室 2 厅 2 卫 140m2 精装车库 18m2
锦绣花园 4/4 层 60/133m2 精装南汽车库 36m2
紫东花苑 5/5 层 54/135.5m2 精装北车库 17m2
学田新村 5/6 层 2 室一厅 67.5m2 中档装潢
学士府 13/电 2 室南 77.63m2 毛坯车库 6.54m2

388 万
275 万
360 万
323.8 万
282.8 万
205.8 万
91.8 万
115 万

天安中介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医学院宿舍 1/6 二室二厅一卫 80m2 有院子 阳光好 三学区房 豪装
辛园路新村 6/6 楼中楼 69m2+楼上大概60m2 车库 8m2 中装 大平台
严家巷店面 1-2/2 店面 108m2 附院旁边 位置好
中南七星花园 8/29 二室二厅 107m2 豪装 双学区房 汽车位另算
南方公寓 8/15 三室阳光厅二卫 148m2 豪装 汽车位 1个另算 急卖 随时看房
学田店面 1/5 朝北店面 82m2 6.5万/年 7.2 米宽 4米高
中南世纪城 19/25 办公楼一层 994m2 可分割卖 573m2+421m2 办公装修 一起买送车位

200万
115万
350万
275万
255万
168万
997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 15 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王府大厦对面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962750368
13921619305

濠河名邸 10/18 楼 建 164m2 精装 景观很好
385 万
启秀学区房：佳丽秀水中层 / 电梯 建 192m2 豪装
360 万
三中学区房：瑞景广场中层 / 电梯 建 130m2 精装
280 万
天龙逸园 12/18 楼 建 113m2+12m2 车库 户型好 三附 三中学区房 226.8 万
尚海湾 7/ 电梯 建 98m2 精装好 阳光好
201 万
星光域 21/ 电梯 建 123m2
200 万净
紫东花苑 3/ 电梯 建 92.3m2+10m2 车库 豪装
135 万净 无税

北岸华庭 4/ 电 3/ 阳光厅 143 m2+ 院子精装潢
175 万
二附学区房 纯底楼 2/1 60.5m2+ 院子 装潢
188 万
富贵北园（二附学区房） 4/6 3/2 125m2 装潢
280 万
2
189 万
学田千禧园（三附、三中学区房） 5/6 3/2 118m2+16m（车库）装潢
华雅苑 3/ 复式楼 4/2 217m2+35m2(朝南车库)精装、拎包入住
278 万
白龙花苑 2/ 车 3/2/2 142m2+26m2(朝南车库)新坯房位置佳
155.8 万
163.8 万
濠西园 1/ 车 3/2 136m2+24m2(朝南车库)精装、潢拎包入住
2
福民景苑 9/ 电 2/1 92.6m2+16m（地下车库）新坯房、双阳台、南北通透
86 万

盛唐公寓 7/11 3-1 122m2 车13m2 装修
瑞安名邸 X/ 电 3-2-2 188m2 汽车位 简装
瑞安名邸 2X/ 电 3-2-2 198m2 汽车位 简装
光明东村 3-4/ 车 复式 153m2 南汽车库26m2 装修 启秀学区
裕丰广场 X/ 电 3-1-1 132m2 景观房 毛坯
裕丰广场 2X/ 电 2-1 93m2 景观房 毛坯
裕丰广场 1X/ 电 2-1 112m2 精装 拎包入住

140万
280万
318万
215万
248万
176万
202万

场，发现钱包内有身份证、数张银行
卡、社保卡和数百元现金，但无电话
号码等联系方式。 戴副所长原本想
按身份证上的地址直接把钱包邮寄
给失主， 但考虑到丢钱包的失主一
定很着急， 说不定很快就会去挂失
补办证件。于是，戴河行迅速与失主
杨道刘所在地派出所取得联系。 当
日深夜， 终于查找到钱包主人杨道
刘的联系方式。
记者 周朝晖 通讯员 崔龙

体彩开奖

第五届“福彩杯”老年好声音大赛就等你啦!

订购热线：400-6033-198

东方菜场 5/ 电 139m2 3 南 2 厅 简装 空三学位房 278.8 万
紫东南苑 2/ 电 122m23-2 厅 毛坯 10m2 车库
175 万
段家坝花苑 5/6 层 165m2 4-2 厅中装 30m2 南车库 185 万急
外滩北苑 6/ 电 117m23-2 厅 毛坯 8m2 车库
155 万
尚海湾 3/ 电 147m23-2 厅 中装 看房方便
259.8 万
金桥小区 2/ 车 102m23-2 厅 中装 9m2 车库
103 万净
虹桥北村钻石楼 1/ 车 154m23-2 厅 精装
208 万

安联络女子要求见面的相关人员，
一边在楼下铺设了消防气垫。
当天， 南通的室外最高气温达
到37℃，虽然已至夜晚，但屋顶上余
热尚未散去。 消防员穿着厚重如棉
袄般的救援服趴着， 汗水很快浸湿
了后背。
后来， 在救援力量的多方协调
下，女子想见的人赶到了现场。同时
在消防、公安的劝说下，女子最终放
弃了轻生的念头。整个救援结束时，
已是夜里10点30分。
记者 彭军君

老板拾金不昧 民警寄还钱包

1 天 1 片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蓝莓和叶黄素是针对人体重要
营养元素，应及时补充蓝莓叶黄素。
蓝莓叶黄素酯复合片选用新资
源食品叶黄素酯，利于眼睛的吸收和
作用， 实现视觉营养素的快速补充，
同时配比含有花青素的蓝莓，营养成
分相辅相成，补充人体好营养。
特惠活动：为感谢广大读者朋友
的信赖与支持，特举行此次蓝莓叶黄
素惠民活动，凡活动期间拨进电话即
可参与 299 元吃一年的惠民活动。 活
动时间仅限 7 天，数量有限，还望广
大读者朋友抓紧时间来电报名申领，
领完为止， 每位名额限领一年用量，
每个家庭限领两年用量。

队立即派出20名救援官兵， 出动3
辆救援车、一架消防云梯赶往事发
现场。
“
这栋住宅楼有11层，通过一架
梯子可以通到顶部的大平台， 平台
四周没有栏杆等防护措施， 每次有
消防员靠近时， 女子都表现得十分
抗拒，甚至会作出一些危险举动。 ”
南通市新城消防中队指导员胡永盛
率队赶到现场后， 发现由于平台视
野非常开阔， 只要有人上去肯定会
被女子发现， 最先上去的一名消防
员只好退了回来。 他们一边通过公

福景苑 27/30 87m2 车库 13m2 2-2-1 小石桥旁毛胚新房 122 万
名都 10+11/ 电 复式楼中楼 279m2 精装二附启秀双学区 600 万
王府大厦 25/30 124m2 2-2 二附、城中、三中
286 万
王府大厦 1x/ 电 164.5m2 稀缺朝南景观房，学位空 2 万 6/m2
2
凤凰汇 高层 / 电 146m 精装修 3-2-2 双学区
450 万
北街新村 4/5 60m2 两室一厅 三中学位房 位置好
90 万
282 万
富贵北园 4/6 124m2 三室朝南 L 厅 空学位
望江楼 4/6 91.5m2 3 室一厅 三学区
215 万净

6 月 27 日 21 ：38
大乐透第18074期
3、9、12、28、3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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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8、9

福彩开奖
6 月 27 日 21 ：48
东方6+1第2018074 期
7、6、3、8、3+马
七乐彩第2018074期
4、5、6、11、15、19、21+8
15选5第2018171期
2、4、7、9、14
3D第2018171期
8、1、9

（东方菜场南大门 16 号）
18751300199
东宝房产 房产交易所东
星光域 123m2 中层
212 万议
德诚翰景园 140m2 中层 车库 车位
330 万
800 万
顺发御园双拼别墅 毛坯 装修均有
优山美地 236m2 大平层 2 个车位 极品装修
485 万
2
2
南园 5/5 92/149m 车库 13.5m 豪装
450 万
330 万议
文峰北苑 84/144m2 车库 14m2 品牌装修
九里香堤 万科白鹭 南通别业 第九园 东郊庄园 多套别墅来电咨询

《江海晚报》
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