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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点工杨银娣

! ! ! ! %&

岁的杨银娣是个普通女人，外表

与同龄人无异，长相结实，嗓门洪亮，接

受采访时腼腆而又实诚。就是这个女人，

每天围着残疾的丈夫和
'

个年过古稀的

老人打转，忙得像个陀螺。而且，
'

个老

人均与她非亲非故。

杨银娣家住戚墅堰区丁堰镇芳渚

村，
!""&

年，她成为戚墅堰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的钟点工，服务对象主要是失

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每个月为老人

付出
(%

个小时，即可得到
!""

元或
'""

元，她接手了
'

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由于

长期照顾残疾的爱人，杨银娣照顾老人

十分顺手。

同年
&

月，她开始照顾
&!

岁高龄

的孤寡老人王银凤，满头银发的老人让

杨银娣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她每天都去

给老人洗衣服，陪老人说说话，还会时

常买些时令水果给老人吃。一次，连日

阴雨使王银凤住的老房子开始漏雨，老

人的床铺被雨水打湿一多半，杨银娣心

疼老人的境遇，干脆自掏腰包请了工人

修缮屋顶。

“后来她一见到我就喊‘谢谢，谢

谢’，说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修缮屋顶花去杨银娣
)""

元，邻居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援助那位老人每个

月只要
(%

个小时，她倒好，天天去看人

家，一个月去
*+

个小时都不止，心眼太

实了！”

记者跟随杨银娣来到王银凤的家，

屋内阴暗潮湿，老人低头坐在椅子上。杨

银娣手脚麻利地一边将老人的被褥拿出

去晒，一边陪老人说着话：“姑婆，今天天

气这么好，我给你把底下的被褥弄出来

晒晒，再擦擦凉席，保证你晚上睡得舒舒

服服的。”

清理好屋子，杨银娣握住王银凤的

手查看老人的身体状况，没想到老人一

手反握住她的手。杨银娣连忙解释：“姑

婆，我不是要走，我就是看看你今天身体

好不好，手怎么这么凉啊？”

还有一位援助对象金老，今年年

初被医院查出患了直肠癌后，身体状

况一落千丈，跑医院成了“固定节

目”，杨银娣蹬着三轮车载着白发老

人去医院也就成为村里的一道固定

的风景。老人有时会呕吐，杨银娣会

立刻给她整理干净。杨银娣坦言，看

到呕吐物自己也会感觉难受，不过为

了不让老人过意不去，她必须强忍着

不适。

金老告诉记者，洗澡、洗衣、看病、

买药、晒被褥、清理呕吐物，杨银娣什

么都为她做。讲到杨银娣给她洗脚、

剪脚趾甲的情景，金老不由哽咽：“我

不让她剪，她说我脚趾甲长到肉里去

了，一定要剪。她不嫌弃我老太婆，是

我有福。”

杨银娣朴实地解释：“谁没有老的时

候？现在她们自己不能做了，我反正还年

轻力壮，能帮衬就帮衬点。”

最近，自知时日无多的金老特别粘

杨银娣。“我说，‘姑婆，我走啦！’她就叮

嘱我，‘明天，你一定要来啊！来见我最后

一面。’”这样每天重复的对白让一向乐

观的杨银娣颇为伤感。

除了照顾
'

位老人，杨银娣还要照

顾残疾的爱人老万。老万在
(!

年前的

一场车祸中双目失明，还留下了容易突

然晕倒的后遗症，不过杨银娣并不灰

心，每天早上都要拽上爱人出门散步、

锻炼身体。

戚墅堰区居家养老中心负责人陈卫

华曾对中心的援助对象做过回访，杨银

娣服务的
'

位老人对她印象特别好。“跟

她接触下来，我也觉得她是个特别直爽

的人，特别善良。”

实习记者 贾帝 郭金龙 文
4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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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弱视！
专家提醒：重视孩子的“眼病”

! ! ! !

本报讯
)

岁的康康不管是在幼

儿园还是在家都不喜欢和人交流，经

常独自一人坐着发呆，妈妈李女士以

为他患上了自闭症，带他求诊多个心

理医生，得到的答案却是———康康没

有患自闭症。一番全面的常规体检

后，发现康康是弱视患儿，正是由于

看东西模糊不清，导致康康不愿意和

外界交流。

市三院眼科主治医生陈云介绍，

像康康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弱视严

重的会造成儿童的情绪低落，直接影

响心理健康。该院眼科视光门诊暑假

以来已有
!%""

多例病人求诊，其中弱

视患儿占了四分之一左右。

昨天上午
("

点左右，记者在眼

科儿童康复室看到，有近
'"

个小朋

友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陈

医生介绍，弱视儿童常常会因为家长

不了解孩子的病情而耽误了最佳诊

疗时间。

陈医生说，眼睛无明显器质性改

变、而远方视力矫正
,"-.

的，被称为

弱视。弱视不能和近视混为一谈，弱视

会严重影响视功能发育，单眼弱视没

有空间立体感、没有平衡感，在幼年时

期很容易摔跤，长大后严重影响患儿

生活质量。由于弱视儿童双眼并无明

显异常，且部分孩子有一只眼视力正

常或接近正常，所以家长较难发现。如

果孩子出现以下情况，家长一定要重

视：
(

、对周围环境反应比同龄儿童

差，或在陌生环境行动不如熟悉环境

自如；
!

、东西掉在地上后，伸出双手

摸索寻找。陈主任建议：家长要定期带

孩子到正规医院的眼科进行检查，做

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可以有效防止

弱视形成，有利于弱视患儿恢复双眼

正常视功能。

如发现有弱视，验光配镜是基础，

康复训练是关键。康复训练一般是指

用弱视眼做精细作业训练、描画训练

和物理仪器矫正等。弱视越小治疗效

果越好，
'

岁左右是黄金治愈期，痊愈

率达
&"/

。
.

岁左右还有治愈希望，超

过
#!

岁就无法治愈了，因此，早期发

现和及时有效的治疗至关重要。

此外，弱视治疗是个较长的过程，

家长的耐心、恒心在治疗过程中起到

重要作用。

#实习记者 孙杨$

穿马甲的“铜屑”
! ! ! !

随着国际铜价连年上涨，铜屑也

成了各个废品回收站的“抢手货”，有

人更是趁机打起了歪主意……金坛市

好几家废品收购站今年都收到了为数

不少的冒充铜屑的铁屑，骗子仅仅让

铁屑穿件“黄马甲”，就让这些废品店

店主损失数千甚至上万元。

#

今年
'

月的一天下午，金坛华城

一家废品收购站老板江某正在家里看

电视，门被一个胖胖的、穿着工作服的

男子推开，张口就问他“铜屑要不要？”

江某顿时来了精神，提出看看货。

男子掉头出门，很快拿来一大塑

料袋样品，江某用一块大磁铁试着

吸了吸，发现有些铜屑竟然被吸住

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铜？”

江某问。“这有什么！我们厂里车床

上加工的东西多了，有铜的、有铁

的，铁屑屑总归有点的。”江某掂了

掂分量，很沉，考虑后把价格压到
!)

元
0

斤成交。

男子和另外两个男的很快拖了
'

大袋货进来，江某看了看，都是黄澄澄

的“铜屑”，和刚才的样品一样，于是过

磅、付钱，一共是
**$%

元。第二天一

早，他准备出手这批铜屑时，被人告

知：都是铁屑。

!

谢某在金坛城西同样开着一家废

品收购站，
'

月中旬的一天上午，
'

名男

子开一辆面包车来找他，说厂里有铜屑

要处理。因为那一段时间上门要铜的人

很多，价格也开得高，正中谢某的下怀。

男子扛来一袋铜屑后，谢某打开

看了看，发现颜色很正，因为
'

人都穿

着蓝色的工作服，他就以为是周边厂

里的职工，根本没有起疑，甚至没有用

吸铁石试一下，直接开始过磅。
%

袋子

货
)$+

多斤重，谢某以
!$

元
0

斤的价格

全部收下，给了
'

名男子
(!'++

元。当

晚，谢某剪开一些“铜屑”，见里面都是

白色金属，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陆续接到废品回收业主的报案，引

起金坛警方的高度重视。
'

月
!$

日深

夜，巡逻民警在检查一辆面包车时，当

场抓获赵某、土某、付某等人，同时在车

上查获
(+

多袋废铁屑制成的“铜屑”。

'

土某交代，这些假铜屑是去年年

底他亲戚在许昌开的废品收购站收

的，当时一共收了
($++

多斤，花了
!

万多元。春节过后，有人到许昌的废品

收购站收铜，剪开后才发现被骗了，

($++

多斤假货就一直无法销出。

土某自告奋勇，提出弄到金坛这边

来卖卖看。
'

月
!!

日，他认识了赵某，

赵某一听有铜屑开始很兴奋，后来得知

是假的便泄了气。土某告诉他，假铜实

际上是废铁做的，外面裹了铜水，一般

人根本发现不了，而且如果能卖掉，钱

可以平分。于是，赵某答应参与。一开

始，他们试了
)

家，无人敢收，后来付某

提议买几身工作服，穿着出去兜售会好

一点，果然去了江某的废品收购站后，

终于卖掉
'

袋，之后又卖给谢某
%

袋。

几个人正准备一鼓作气时，却落

入了警方的大网。
$

月
)

日，涉嫌诈骗

罪的
'

人被警方移送金坛市检察院

审查起诉。 李虎俊 叶飞 童华岗

检察官的话!

马甲! 往往是骗子的最好伪装%

铁屑裹上铜水就成了铜屑!骗子穿上

工作服就成了工人&&废品回收行

业由于其特殊性往往鱼龙混杂!经营

者不但要有辨识能力!更要有良好的

从业心态%

民政部门网上作回应
本报讯

!(

日，“大千世界”报道

了一对新人到天宁区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进行结婚登记时，宣誓环节被“偷工

减料”一事，引起普遍关注。当天上午，

一个署名“常州民政”的网帖对此事作

了回应。

记者登录网络论坛后发现，在原

帖上已经置顶了一个链接———“民政

局已回复”，回复时间为
!(

日
&

点
!(

分。回复中，常州市民政局表示：结婚

宣誓仪式不是婚姻登记的法定程序，

是民政部提倡的婚姻登记机关试点开

展的一项自愿性服务，此项服务天宁

区目前正在试行中，今后将积极推广。

在解释婚姻登记服务的发票问题时，

该局表示“天宁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

是依法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目的是提供服务、方便群众，不以赢利

为目的。由于有关财税管理部门尚未

能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统一规范的

专用票据，所以暂只能以收款收据替

代。”回复中还解释，工作人员向新人

收取的费用合计为
)&

元，除
&

元属行

政事业性收费外，其余
)+

元均为当事

人自愿选择的服务性收费，其中包括

“夫妻关系证明卡”制作费
!+

元、照片

扫描及结婚证打印费
(+

元、身份材料

复印费
(+

元，上述服务项目及收费标

准均经物价部门核准并现场公示。

'孙叶雯 小波$

《结婚登记宣誓被“偷工减料”？》后续

木门现霉斑

油漆惹的祸

! ! ! !

本报讯 装修后房屋无任何漏水、

渗水状况，却有
)

扇木门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霉斑，这让户主薛先生很是心

疼，怀疑是当初装修时木工使用了潮

湿的木材所致，结果问题的症结却在

油漆上。

薛某去年
(!

月装修新房时买了
*

张“樱桃木”三夹板，请木工做了
%

扇木

门。装修完毕后，房屋一直空着。
*

月

底，薛某发现
%

扇木门中有
)

扇出现了

霉斑。

于是，薛某找到木工要求赔偿损

失。木工说，薛某当时提供的三夹板

上刷了厚厚的一层油漆，不利于三夹

板与木材之间涂的水性木胶中少量

水分的散发，从而易产生霉斑，加上

装修后的房屋很少通风，今年雨水又

多，空气中湿度较大，也导致了霉斑

的产生。

对于木工的说法，相关专业人士

表示有一定的道理。但木工当时没有

尽到提醒和告知的义务。近日，在武

进湟里消协分会的调解下，双方协商

一致：木工按原规格重新制作
)

扇木

门，除油漆料由薛某提供外，三夹板、

木材等原料及其他相关费用由木工

承担。

'小宗 实习记者 成吟斐$

马大哈忘关车窗 内遗万元
新保安巡查发现 确保安然

! ! ! !

本报讯 家住青竹苑的市民陈某凌

晨回家停车后忘了关车窗，车里有一万

多元现金，幸被小区保安巡查发现。

“如果不是他们尽责巡查，别说钱

了，可能车都会丢了！”原来，
!(

日凌晨

!

点左右陈某才回家，早上
.

点多，突

然响起的门铃将他惊醒，摁门铃的是小

区保安，说他们巡查时发现有辆轿车的

后车窗没关，车内还有发票、零钱等，赶

紧对照车牌号查找并找到了他。

“车里还有一万元钱呢！”陈某吓

得连忙跑去打开副驾驶座的储物箱：

万元现金安然无恙。

据陈某称，自己是做工程的，
!+

日下午在银行取了一万元现金，开车

时因天热就把车窗都开着，停车后只

注意关了前车窗，钱也忘了。

青竹苑社区工作站站长毛静告诉

记者：“发现情况的是新聘保安队长，

这两天新老物业公司在交接，新物业

能忙中不乱，上岗第一天就给业主留

下了一个好印象。”'实习记者 徐杨$

老贼“重操旧业”
失主留心擒贼

! ! ! !

本报讯
($

日早上，金坛市某酒

楼厨师胡某停放在门口的一辆电动车

被窃，警方立案侦查的同时，胡某也暗

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小偷！

案发当天酒店门口的监控画面

显示，一中年男子看酒店门前无人，

将电动车锁撬开盗走。胡某把窃贼的

样貌牢记心中，工作之余就留心酒店

周围的可疑人员。
(.

日下午
%

点多，

他在酒楼附近看到一个与监控录像

中的窃贼长得很像的可疑男子，于是

立即紧随，又拨打手机叫来店里几个

厨师，对方发觉不对劲，急忙逃窜，最

终还是被制服。

经过城东派出所民警审讯，犯

罪嫌疑人汤某已年过花甲，先后因

诈骗、盗窃等罪名入狱服刑
*

次，今

年
%

月
!&

日刑满释放后，他又“重

操旧业”。

'王吉 江潇$

开着面包车盗窃电动车
! ! ! !

本报讯 冯某是个贼，专门开着面

包车盗窃电动车。记者
()

日从戚区法

院获悉，近日该院以盗窃罪判处冯某

有期徒刑
.

个月，并处罚金
%+++

元。

冯某
!++.

年从句容来常打工，先

是在常州一学校烧饭，失业后买了一

辆二手面包车用于开黑车。为了逃避

闯红灯、超速惩罚，去年
(!

月他在常

州某小区偷了一辆面包车的前后车

牌，时常贴在自己的车牌号上面。

今年
!

月
($

日下午，冯某送客到

戚墅堰潞城，回来时经过潞城街道华

丰路
123

站台附近，见站台北侧停车

场内停了好多电动车，于是把其中一

辆搬上了面包车，后销赃得款
#.+

元。

!

月
#.

日，冯某驾车至钟楼区

五星街道花园新村，窃得一辆“洪都”

牌电动车；
!

月
!$

日，又在戚墅堰区

潞城街道某小区工地盯上一辆电动

车，就在他准备搬上面包车时，被巡

逻民警发现并抓获。经查，冯某先后

作案
%

起，窃得电动车
%

辆，合计价

值
)*.+

元。

'卢峥嵘 小波$

回收硒鼓干什么？
警方逛市场发现疑情端掉制假窝点

! ! ! !

本报讯 号称正宗的惠普硒鼓，没

打几张纸却开始漏墨。近日，天宁警方

一举端掉假冒国际知名品牌的硒鼓生

产、储存窝点
)

个，缴获假冒惠普硒鼓

!%++

余只，案值
#++

余万元。

今年
%

月，天宁公安分局的一位

经侦民警在休息时间到电脑市场买点

电子产品，结果发现电脑城周围有人大

量回收硒鼓盒及包装。凭着职业敏感，

民警觉得回收硒鼓有可能用于制假。

天宁公安分局立即成立了调查

组，侦查人员通过信息研判和跟踪伏

击等手段，发现并掌握了以王某、袁

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的基本情况。
*

月

!+

日晚上，天宁警方出动警力
$+

余

人，一举在浦南新村
'+

幢、兰陵华家

村、玉兰苑
##

幢和绿园爱舍小区
#%

幢将该团伙
*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

获，端掉假冒商品的生产窝点
'

个，

储存窝点
#

个。现场缴获假冒美国惠

普（
45

）打印机成品硒鼓
'++

余只，半

成品硒鼓
!!++

余只。

经查，自
!+#+

年以来，犯罪嫌疑

人王某、袁某和姚某，在上述窝点组织

加工，大量制造和销售假冒美国惠普

公司商标为“
45

”系列耗材产品，涉案

价值
#++

余万元。王某等人造假方式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广东、浙江等地

购进假冒
45

硒鼓包装盒和原材料，

进行加工销售；一种是从常州及周边

地区回收用过的
45

硒鼓和墨盒，重

新灌粉，依旧用
45

包装盒包装后再

销售。所制造出来的假冒商品主要销

往写字楼、部分办公设备销售公司。而

他们“经销”的墨盒售价几乎与正品价

格相差无几，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

正品。目前，王某等人已被警方依法报

请逮捕。 '天公宣 胡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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