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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援疆医疗队乡镇卫生院开展疑难手术

“病痛解除了，
南通医生亚克西”
12 月 5 日上午，新疆伊宁县墩麻扎镇中
心卫生院的手术室里，南通援疆医疗队的胡
平生和胡娟紧张准备着一台疑难的胆囊手
术。在南通的医院里，这种手术很寻常，
可是
在新疆的一个乡镇卫生院，开展这样的手术
还是头一遭。
艾孜买提·萨迪克是一位维吾尔族农民，
今年已经 70 岁。他患有胆囊结石、慢性胆囊
炎，同时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
手术风险很大。墩麻扎镇卫生院一直拿不出
好的治疗方案，建议他去伊犁州或乌鲁木齐
的医院诊治。可对于一个贫困农民来说，去
大医院诊疗的费用太高，难以承受，
他只能使
用一些药物缓解满身的病痛。
在 11 月初的一次下乡义诊时，胡平生医
生认真了解了老艾的病情，在多次接诊、回访
后，援疆医疗队的 7 位专家专门为其进行了
一次会诊。经过论证，专家们认为，
这个手术
在医疗队手上可以做，也有信心能够做好。
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胡平生和胡娟来到
墩麻扎镇卫生院，对老艾进行了手术。手术
进行很顺利，
让老艾不再遭受病痛的困扰，也

让他一家人特别开心。临走时，老艾硬拉着胡
平生的手说：
“ 南通医生亚克西！下次来，一定
要到我家里去，
请你们南通来的专家吃顿饭。”
正是因为胡平生、胡娟等援疆医生的高超
技术，4 个月的时间里，医疗队先后诊治了数百
例疑难杂症，也让县里各家医院的医生们学到
了很多的专业知识。
今年 7 月份，南通市卫计委从各家医院中
选派了普外科、妇产科、消化内科、骨科、麻醉
科、检验科的 7 名专家组成了第九批中期轮换
医疗队开展为期一年半的援疆工作。
4 个月来，南通援疆医疗队行程超过 1000
公里，开展各类义诊 12 场次，受益群众达到 600
多人次。墩麻扎镇、愉群翁回族乡、英塔木镇
……草原、牧场、毡房、田间、地头，处处留下了
他们下乡义诊的繁忙身影。拼体力、拼精力、倒
时差、适应自然环境、克服语言障碍，这是援疆
医疗队最真实的工作写照。
“ 治病救人不分地
域，更不分民族，我们此行就是要帮助各族同胞
远离病痛。”医疗队领队、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党
委委员、纪委书记张振宇说。
本报通讯员高宇 本报记者冯宏新

驾车坠海致妻子溺水死亡
启东男子获刑一年六个月
晚报讯 去年夏天，男子陈某驾车载妻子
通过启东市吕四港镇堤顶路时驾车坠入海
中，导致妻子不幸身亡。12 月 6 日，记者获
悉，启东市人民法院对该起过失致人死亡罪
案作出一审判决，陈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2017 年 7 月 1 日凌晨，陈某驾驶小型轿
车载其妻子王某从启东市南阳镇出发，
行驶至
启东市吕四港镇堤顶路。在沿有警示标牌提
示为施工区域的堤顶路自西向东行驶时，
陈某
未仔细观察路面情况，
行驶至消防路往北20米
处时，与路边土堆发生撞击后车辆坠入海中。

车辆受损、
妻子王某不幸身亡。陈某从车内挣脱
后寻找附近路人委托报警。经启东市公安局法医
鉴定，
被害人王某符合生前溺水死亡。
归案后，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并取得被害人王某近亲属的谅解。
启东 法 院 审 理 认 为 ，被 告 人 陈 某 在 进 入
有警示标牌提示的施工区域路段时，未仔细
观 察 路 面 情 况 ，盲 目 行 驶 ，导 致 车 辆 撞 击 坠
海，致一人死亡，情节较轻，其行为已构成过
失致人死亡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综合
其犯罪情节及认罪、悔罪表现，法院决定对其
作出上述判罚。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倪栋威

网上逃犯上派出所探虚实
窗口民警将计就计巧抓捕
晚报讯 近日，
我市通州区城西派出所户
籍大厅内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儿：几个
外乡人来到大厅询问工作人员，如何了解自
己的个人信息，女民警胡琴按照程序上前接
待，没想到竟然挖出了一名通缉犯。
11 月 21 日上午 9 时许，三名男子走进通
州区城西派出所户籍大厅，走在最前面的男
子手里拎着一只马甲袋，
三人在户籍窗口前徘
徊着，
似乎想询问什么。民警胡琴听到他们讲
的是外地口音，
想着他们是不是要办理暂住证
或者外来务工人员的有关事宜，
就想把他们引
到正场警务站。此时，
胡琴突然听到另外两名
男子交谈中，提及“上海”
“偷盗电瓶车”等字
眼，感觉不对劲的胡琴留了个心眼儿，一边借
帮助查询，
向对方要来身份证并故意做一些小

吉缘中介

孩儿巷南路 62-副 2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七彩豪庭10/11 3/阳 153m2 精装 自行车位十汽车位
虹桥新村2/5 2/1 62.1m2 全新精装 上首边户 明橱明卫
将军园3/6 2/1 68.4m2 全新精装
华能大厦5/l8 2/1 82.4m2 中装 有钥匙
新建新村3/6 2/1 73.5m2+10m2 中装
万科濠河传奇21/28 118.5m2 3/2 毛坯
新城小区16/18 3/2 143m2 精装 车位另算

398万
69.8万
92万净
82.5万
113.8万
255万
400万

私养猴子发现不妥捐给动物园，动物园：
接受捐赠将妥善予以照料
晚报讯 一位市民出于好奇，
通过网络
购买了一只猴子。事后，听朋友说私自饲
养猴子涉嫌违法，连忙通过江海晚报新闻
热线“85110110”牵线，将其饲养的猴子主
动捐赠给南通文峰动物园。昨天下午，捐
赠方和受赠方在动物舍区举行了一个简单
的交接仪式，
动物园工作人员告知捐赠人：
将尽快为其办理相关捐赠证书，园方会对
猴子妥善照料。
据了解，这位女士在网上看到有卖家
出售猴子，
一时头脑发热动了心，
花了一万
多元将这只刚出生不久的雄性小猴买回
家。这位女士将小猴当成亲生孩子来养，
吃饭睡觉都在一起。
然而，没多久，一位好友告诉她：猴子
是国家保护动物，
没有《驯养繁殖许可证》，
个人饲养属于违法。听闻此言，
这位女士吓
了一跳，
想想实在不放心，
主动与江海晚报
新闻报料热线“85110110”取得联系，请求
本报代为联系相关动物饲养机构予以捐赠。
接到市民求助后，本报记者随即与南
通文峰动物园动物饲养负责人顾宏伟进行
了联系。顾宏伟了解此事后，
也极为慎重，
向园方领导进行汇报。征得同意后，同意
了捐赠人捐赠要求。
根据约定，12 月 6 日下午，记者陪同
捐赠者一起冒雨赶到南通文峰动物园。正
在现场等候的动物园工作人员居自远早已
等候在现场。居自远从捐赠者怀中抱过小
猴，
将小家伙放入动物园笼舍之中。
交接过程中，
居自远介绍：
现在还看不
出猴子具体是什么种类，有待专家进一步
鉴定。据介绍，这只小猴目前还不能进入

私人饲养的小猴。
猴群，因为小猴经过人工喂养，一旦进入猴群
将会面临极大的安全威胁，所以，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这只猴子将被饲养人员单独隔离
开来予以照料。
当日下午，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我市的一
位专家。他表示，如果明知是国家保护动物
故意买卖并且用于牟利，这肯定构成违法；但
是，并非明知而是出于好奇购买、没有主观故
意，那么则另当别论。像这起事件中的涉事
女士事前并不知猴子不可无证饲养，也不知
猴子系国家保护动物，发觉不妥后主动捐赠
给公益机构，属于自我纠错。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刘笑潭

新闻链接

动作摸对方的底，
一边打电话给接处警民警。
通过上网查询，胡琴发现身份证上的人，正
是上海进博会期间伙同他人盗窃电瓶车后逃跑
的逃犯。此人姓熊，重庆人，上海警方于 11 月 4
日发出通缉。由于区划调整，城西派出所受理
接处警的办公点离户籍管理大厅有 20 分钟车
程。为了稳住熊某，胡琴借口电脑系统有问题，
尽量拖延时间。
“ 有一个中年人有点焦急，他就
觉得没有什么事的话就让他们早点走吧。”胡琴
说。然而，就在三人准备离开时，民警及时赶
到。经确定，
三人确实是上海警方通缉的逃犯。
“可能他自己心里觉得或许被上网通缉，
但是又抱有一丝侥幸心理，想探探虚实。”胡
琴说。据悉，目前犯罪嫌疑人熊某已被移交上
海警方。
记者陈静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久和中介 85113759
15862700643 银河中介

长虹新村3/6 74.2m2 2-1 精装修
新建新村4/4 68m2 2-1 厨卫对面 简装
龙田花苑2/6 130m2 3-1 车9.8m2 毛坯
中高公寓 12/16 100m2 2-1 精装电梯房
青年路新村 4/5 54.7m2 2-1 简装 空学位
宏庆园 4/6 114m2 3-1 中装 车18m2
机关宿舍楼 4/4 44m2 1-1 简装 空学位

这只可爱小猴为何搬了
“新家”
？

88万
82万
100万
138万
79.8万
126万
69万

灵长类动物不可以随便饲养
动植物专家介绍个中详情
晚报讯“灵长类动物受国内和国际保
护，个人不可以随便饲养，这是肯定的。”
12 月 6 日晚，南通博物苑动植物专家居卫
东，通过江海晚报新闻热线“85110110”，
向广大市民再三强调说。
居卫东介绍，
国内和国际上明确规定，
猴子、狒狒、猩猩、长臂猿等灵长类动物，
受
到严格的保护，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组织都
制订了针对灵长类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
规。另外，灵长类动物受保护的层面都是
一级和二级，
属于重点保护，
个人是不可以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紫琅上郡连体别墅1-4层250m2 豪装有前后大院子 380万
2
北园新村店面房25.74m【店面产权】
现出租
78.8万
林荫水岸6/12层2室2厅90m2 毛坯车库26m2
106万
华润悦锦湾22/33层3室阳光厅117m2 景观房
196万净
华强城4层3室2厅2卫125m2 扩建8m2 精装婚房
215万
东景国际12层实际面积120m2 产权证面积66m2
63.8万
2
新龙花园5/5层95/134m2 精装车库22m【靠乐购】
186.8万
恒盛豪庭21/25层3室2厅2卫132.42m2 精装超低价 200万

天安中介

将灵长类动物当作宠物饲养。
居卫东说：
“ 如果需要饲养灵长类动物，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目前，我国对灵长类
动物实行许可证制度。具体地说，一级保护
类灵长动物，必须得到国家林业局的批准；二
级保护类灵长动物，必须得到省林业厅的批
准，
市县一级并无权限。
”
居卫东最后介绍，不仅仅是灵长类动物
的饲养，包括灵长类动物的运输、买卖甚至包
括利用，都是不可以的，没有获得相应的许可
证属于违法。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刘笑潭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天安花园 9/9 楼中楼 240m2 实际面积300多m2 精装
锦江苑 5/6 三室二厅 130m2 车库11m2 豪装 急卖 超低价
五洲国际店面 -1 负一层店面 57m2 租金8.3万，超市人口 多套
天安花园 5/11 四室阳光厅 195m2 豪装 车库12m2景观房
中南世纪花城 13/33二室二厅 117m2精装 景观房 二期
八仙花园 5/5 楼中楼 131m2+100m2 汽车库25m2 自行车库8m2 中简装
五洲国际店面 1 店面 115m2 原价553万，租金30万/年，多套

560万
180万
125万
485万
248万
300万
4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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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翰林府7/电梯 建171.8m2+可停两部汽车位 豪装特别好 700万净
濠滨花苑5/电梯 建127m2+14m2车库 精装
293.8万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银花苑2/6楼 建95m2 户型很好 有平台 精装清爽
230万
2
星光域25/电梯 建136m 户型 位置很好
208万净
华强城四期5/电梯 建140m2 别墅后面一幢 阳光户型很好 环境很好
202万净
二附 启秀双学区房：南大街64号4/6楼 建69m2 简装
172.8万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文峰新村5/6楼 建67m2 简装
165.8万

友谊公寓（启秀学区）9/电 3/2/2 161m2精装潢
308万
二附学区房 纯底楼 2/1 60.5m2+院子 装潢
186万
濠滨别业（二附学区）1/车 3/2/2 137.6m2+14m2 (车库)精装 362.8万
2
2
启秀南苑（双学区房）3/5 3/2/2 146m +50m (南北通透车库，装潢)精装潢 468万
濠西园 3/6 3/2/2 135m2装潢
150万
江山鼎 8/电 2/1 90.38m2新坯房
110万
2
2
丽泰花苑 1/电 3/阳光厅/2 141.5m +35m (地面车库)
130万
健康公寓 内车库，有窗户 1间 31.37m2有独立产权证，紧邻南通医院 23.8万

光明东村2/ 2-1 62m2 阳光好，简装 启秀学区
82万
盛唐公寓2/ 3-2-2 140m2 南车库20m2 毛坯
154万
通明花苑X/电 3-阳-2 150m2 车8m2 大平台 精装 338万
裕丰广场10X/电 3-1-1 155m2 精装 景观房
360万
2
2
光明新村5/5 楼中楼 60m（自建)/64m
装修 启秀学区 84万
2
2
南园路3/车 2-1 80m 车5m 装修 双学区
234万
恒基花苑 6/6 楼中楼 60/140m2 前后平台 精装
288万

王府大厦 7／电 71.17m2 二附城中三中空学位 175万
王府大厦 8/电 101m2 精装修、空学位
248万
中港城 5／11 89m2 3-1-1 精装
150万
2
中天福邸 底楼商铺 107m 出售
价格面议
如东小洋口 七楼电梯房 89m2 两室两厅
25万
福景苑 22/电 85.6m2、车库30m2 市中心毛坯新房 128.8万
2
2
学士府 4/26 75.6m 车库12m 精装两室 采光好 128万
凤凰汇 25／30 143m2 3-2-2 二附城中三中
4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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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情提醒：
本栏目广告位尚
有少量剩余，
请有意在本栏目投
放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
尽快交纳广告款，
广告位顺序将
按交款先后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