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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患怪病生命垂危
急需 !"型血浆救命

常州市中心血站AB型血浆严重紧缺

本报讯 昨天，金坛区市民姚先生
致电本报新闻热线86606666求助，他的
妻子患病，生命垂危，急需输入AB型血
浆，可目前常州血站该类血浆严重紧缺。
“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找到愿意献血的
好心人，救妻子一命。”姚先生说。

据了解，姚先生的妻子叫胡小美，今
年51岁，目前正在常州市二院阳湖院区
接受治疗。胡小美8年前患了血栓性血
小板减少性紫癜，曾6次复发，每次都靠
血浆置换挺了过来。“正常人体内血小板
的数量为每立方毫米10-30万，而她只

有1.1万。”姚先生告诉记者，一旦接近0，
妻子就会陷入昏迷，生命垂危。

姚先生夫妇都是金坛河头人，务农，
育有一子，一家人勤勤恳恳。但8年前，突如
其来的病魔摧毁了这个家庭的幸福，“每次
病发，都必须紧急输血浆。”姚先生说，最长
的一次输了9周，每周2000毫升。由于姚先
生和儿子都是A型血，无法给她献血，医院
只能通过血站对外征集，费用昂贵，这些年
来，家中积蓄几乎全给妻子看病了。

今年8月11日，胡小美发病，姚先生赶
紧带着她从金坛赶到了常州二院阳湖院

区，住院期间进行了4次血浆置换，病情稳
定后才出了院。没想到出院刚3天，8月20
日，胡小美再次大出血，被送往医院抢救，
“这次连常州中心血站也告急了，告诉家
属，血站已没有AB型血浆的库存。”

昨天上午，记者与常州市中心血站
取得联系。工作人员邓光华告诉记者，姚
先生所说的是实情，血站目前确实无法
提供AB型血浆供胡小美治疗使用。邓光
华介绍，AB型血属于稀有血型，在我国
人群中的比例仅10%，A型、B型、O型血
各占30%，而本月初，胡小美已经进行了

4次血浆置换，血站库存告急。
记者了解到，常州采用个人自愿献血

的方式采集库存血液，前段时间天气热又
经常下雨，外出走动的市民少，血站采血
也相对较少。按规定，血浆置换属于特殊
情况，血浆并不作为血站的库存要求，所
以很难短期内采集到。邓光华告诉记者，
目前血站已经积极调集库存，同时向金
坛、溧阳等地区寻求帮助，“也希望社会上
AB型血的市民能及时站出来，帮助胡小
美渡过难关。”邓光华说。

!小波13337898169!李青"

劫匪钻洞换装 当天还是被抓了
凌晨蒙面持刀进店专抢好烟本报讯 蒙面、换装、钻桥洞躲监控，

凌晨抢劫的缪某自以为如此一来，民警
永远找不到他。没想到的是，作案当天就
被抓了。昨天，缪某已被钟楼警方刑拘。

8月25日凌晨4时50分许，街上空无
一人，广化桥南一家连锁小超市仍在营
业，只有一名女营业员看店。突然，一头
戴鸭舌帽的蒙面男子闯入，用水果刀抵
住她：把钱交出来。营业员吓了一跳，为
避免伤害只得照办，把收银台里的200
多元给了他。“还有烟。”拿到钱后，男子
挥舞着水果刀，指着柜台里的香烟。嫌营
业员动作慢，他亲自动手，装了满满两塑
料袋后迅速逃离。

南大街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到场。
经初步清点，该店被抢香烟70多包，价值
3000多元。营业员称抢劫男子包得严实，
没看到面部特征，不过大夏天的，他却穿
了件长袖T恤，黄白条纹，颜色很鲜艳。

民警调取了周边视频逐一查看，发
现案发约1分钟后，桥北桥洞下钻出一
个人，身影模糊，之后便消失了。约3分

钟后，一男子骑着一辆踏板电瓶车出现
在视频中，沿兰陵路、中吴大道驶入湖塘
镇。不过，此人穿的是短袖衬衫，因衣服
较紧，可看出小腹微凸。会不会是同一
人？民警分析，凌晨路上人极少，此人现
身地虽不在店门口，但离案发点不远，结
合视频中有3分钟的“空白期”，民警大
胆推测，劫匪很可能是换了装。

调查中，民警得知，今年7月20日、8
月5日，在湖塘某连锁超市相继发生类
似案件，案发时间均为凌晨，劫匪蒙面持
刀抢走钱和香烟，怀疑是同一人所为，遂
并案侦查。

经仔细辨别，民警发现该男子所骑

电瓶车有尾箱、无车牌，遂将此特征发给
路面巡防力量。从男子的装束来看，很像
是娱乐场所人员，加上案发时段恰是酒
吧、KTV等场所下班时间，民警决定，着
重加紧对此类场所的调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晚9时许，民警
发现辖区某酒吧门口一辆电瓶车与嫌疑
人所骑的高度相符，遂守株待兔。当晚
11点半，一年轻男子过来打开尾箱拿
烟，民警看了看他的肚子就确认其为嫌
疑人，将他当场擒获，从电瓶车尾箱里搜
出10多包香烟。

经查，该男子姓缪，25岁，徐州人，暂
住湖塘，3起劫案均是其所为。据他交代，

他原在常做电焊工，20多天前来到酒吧
做营销员。几个月前，妻子怀孕回了老家，
无人管束后他胡吃海喝，常常入不敷出。
因自己烟瘾重，加上要给客人发烟拉生
意，没钱的他很是烦恼。凌晨下班回家，他
看到暂住地附近有小超市日夜营业、晚上
只有一个女的看店时，就动了心思。

第一次作案，因太紧张，他只抢了5
包烟和一些零钱，等了几天见没事，又抢
了第二次，抢了60多包好烟和200多元
现金。每次除蒙面，他还在作案前后换
装，这次穿长袖，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手
臂上文龙画凤，特征明显。

!芮伟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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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强忍悲痛提供破案线索
网吧偶遇美女，他尾随施暴

本报讯 来常务工的女孩李芸 !化

名"到暂住地附近网吧上网，不料被贵
州小伙巩某盯上。巩某尾随其入室施
暴，事后，李芸强忍悲痛翻找到巩某身
份证，还以借口要到了巩某的手机号，
为警方抓捕巩某提供了线索。8月 27
日，涉嫌强奸罪的巩某被武进区人民检
察院依法批捕。

巩某在武进一家火锅店打工，闲
暇时喜欢上网。在他常去的宏伟网吧
里，他盯上了经常来这家网吧上网的

李芸，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女孩。8月 5
日凌晨 2点多，巩某打完游戏准备回

家，在下楼结账时发现李芸与他同时
离开网吧，便决定尾随探访女孩住处，
方便日后进一步接触。就这样，他小心
翼翼地跟着李芸来到她居住的小区。
李芸住在三楼，进屋后，她将房门随手
关上，巩某站在门口不甘心，伸手用力
推了一下房门，没想到，老式的房门居
然开了。他愣了一下后悄悄溜进屋，此
时，李芸正在卫生间洗漱，衣冠不整的
她转身发现陌生男子后受惊大叫，巩
某立即冲上去捂住她的嘴，李芸不断
挣扎却未能逃离虎口。

被巩某污辱后，李芸痛不欲生，为了
留下破案线索，她趁巩某事后去洗漱时，
特意翻看了他口袋里的身份证，记住了
他的姓名，临走前还以交朋友为名要了
巩某的手机号码。两天后，巩某被武进警
方抓获。

!童华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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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运河河水成了“牛奶”
钟楼环保：“奥瑞”倾倒润滑油

本报讯 昨天，家住清潭新村
附近的市民王女士致电本报记者，
反映上书房与格兰艺堡之间的河道
河水变了色。“居民把这个情况上报
给了环境监测中心，希望能尽快得
到回复。”

据悉，事情发生在8月26日
晚，当地一些居民发现，南运河内的
河水泛白色，遂赶紧向环保部门举
报。钟楼区环保局工作人员随即赶
到现场，对河水进行采样。

昨天上午，记者联系上钟楼区
环保局。工作人员称，上午他们又到
污染现场进行了寻访摸排，经过细
致工作，发现一家名为“奥瑞”的润

滑油厂涉嫌排污，污染了南运河河水。
“26日晚，该厂两名工人误将一桶二
三十公斤的润滑油翻在地上，他们为
了隐瞒操作失误，便用水清洗地面。”
工作人员说，带着油污的水经下水道
流入南运河，这才出现了居民发现河
水变白的情况。
“油遇水会产生白色物质，但很快

也会消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油污是
否会对水质产生影响，必须等水样检测
结果出来后才知道。据了解，目前环保
部门已经责令该厂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迅速将下水道内残留的润滑油全部清
理干净，“同时也将根据水质检测结果
对该厂进行后续处理。” !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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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金坛区乡镇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所的叔叔阿姨们#给指前镇湖

溪村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王岩送去了助学金和文具用品$ 王岩是位彝族贫困学

生#今年
!!

岁#去年#父亲遭遇车祸#家庭因祸致贫#母亲外出打工养家#她在

奶奶的照料下生活$ 由于生活拮据#这位品学兼优的孩子面临失学的危险$ 该

区乡镇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所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伸出助学之手#并向她许下

一直资助到她完成大学学业的承诺$ 小波 高罗胜 史跃建 文/摄

民警一夜碰到仨酒鬼
夏季醉酒警情多发

本报讯 8月18日，青龙派出
所民警小史连续接到 3起涉及醉
汉的警情，醉汉们说不清话、走不动
路，把小史和同事们“愁”坏了。

18日 0点多，青龙派出所接
警，称有人喊救命。小史迅速赶往事
发小区，只见一男子坐在车内，一会
儿说渴，一会儿喊救命。民警判断，
该男子正是报警男子。见民警到来，
该男子从车里出来，拉着民警抱怨
家人把他一个人丢在车里不管。就
在这时，楼上下来一位女士，男子一

见，立刻冲上去抓住她就打，民警赶紧
劝。经了解，该男子和家人去赴亲戚孩
子的升学宴，一时高兴喝多了，妻子想
把他拖上楼，但拖不上去，就自己先去
了洗手间，结果该男子渴醒了，见身边
没人，就打电话报警。

18日凌晨1点多，小史刚回到派
出所，又有报警称，有人钥匙丢了，进
不去房屋。小史到达现场后发现，一个
醉醺醺的男子正站在楼下，地上满是
打火机、香烟等零碎物件，旁边还躺着
一部摔碎的手机。据小区保安反映，该
男子已经闹了好大一会儿，他们又不
能擅自开门。民警随即帮该男子把东
西收拾好，由于他意识不清，民警也没
法安置，只好先带回所里等其酒醒。在
所里，该男子报出了父母的电话，民警
帮其联系了父母。随后，他的父亲匆忙
赶到派出所，将他接回了家。

凌晨2点多，小史又接到处警电
话，称某大排档附近有人打架。小史刚
上警车准备出发，对方又打电话告诉
民警，冲突已平息。经电话了解得知，
几个朋友相约吃夜宵，酒酣之后一人
醉了，开始发脾气。其他朋友要把他送
回去，他以为有人要对他做坏事，和朋
友争执起来。好好的一场聚会变成了
一场“不痛快”。

民警小史称，入夏之后，醉酒警情
多发，爱喝酒的市民切莫因一时贪杯
而带来麻烦。

!吴同品
!&"%!)!&%'%

范文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