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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他是我弟弟，我怎么
也不能放弃他呀！”溧阳市戴埠镇新
桥村的王荣芝已经 72 岁了，每天，
他和老伴要照顾 54 岁瘫痪在床的
弟弟，虽然感到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但老人表示，再累也要坚持下去。

王荣芝的弟弟叫王士峰，3 岁
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半身瘫痪已51
年。小时候，王士峰随父母生活，但父
母身体都不好，比弟弟大18岁的王荣
芝就承担起了照顾弟弟的重任。30
年前，王士峰的床索性摆进了哥哥家
中，吃喝拉撒都由哥哥料理。

去年 5 月，王士峰被查出肺气
肿、便血，在溧阳人民医院做了手
术，住院 1个多月。当时正值农忙，

王荣芝夫妇日夜轮班，白天忙农活，
晚上赶进城换班，直至弟弟出院。
回家后，夫妻俩又是日夜轮班，喂
食、洗澡、洗衣⋯⋯为了让弟弟尽快
恢复，王荣芝还想方设法给他增加
营养：早餐鸡蛋红枣粥，中餐和晚餐
肉、鱼、鸭换着吃，每天还有水果。

出院一年多，王士峰身体还在
恢复中，每月医药费要 1500 多元，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笔
沉重的负担。而且，王荣芝已经 72
岁了，时常感到力不从心，老伴还患
有糖尿病，但老人说：“我们是一母
同胞的一家人，只要我们在，就要把
他照看好。”

（芮伟芬 王田夫 贡雨家）

50年不离不弃
照顾瘫痪弟弟

2015 年开办的东方幼儿园位于常
州经开区潞城街道东方福郡小区商铺，
面积 460 平方米，设有小、中、大 3 个班
级，在校幼儿 80 余名。8 月 30 日，该幼
儿园的家长意外发现，幼儿园大门外张
贴了一张武进区无证托幼（点）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发的《公告》，直指该园为
非法机构，不计入流动人口积分入学的
积分范围。家长们顿时炸开了锅⋯⋯

蒙在鼓里

在丁堰街道打工的庄勇（化名）就是
其中一名家长。庄勇的儿子去年要上小
班，当时，他和妻子带着孩子一起去东方
幼儿园查看，发现这家幼儿园装修不错，
还有一小块活动场地，收费也不高，就帮
孩子报名上了小班。“报名时，幼儿园负
责人说大班毕业后包上小学，我们以为
是正规幼儿园，就没想太多。”庄勇说，直
到单位同事告诉他《公告》的事，他才得
知被骗，但已经错过了其他幼儿园的报
名时间，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目前，孩
子仍在该幼儿园就读。

另一位家长吴玉（化名）的女儿上中
班。她告诉记者，当初选择在这家幼儿

园上学，主要是考虑离家近，老人接送
方便些，没想到它会是非法办学机构。

“当初我们也问过负责人，负责人说相
关办学证件在审批，很快就会下来。”吴
玉说，这家幼儿园规模不小，又在常州
经开区管委会对面，她怎么也没想到会
是一家黑幼儿园。《公告》贴出来后，气
愤的她打电话给常州经开区社会事业
局，但工作人员让她找潞城街道办事
处，打到街道又让找武进区教育局，至
今都没能问到原因。

属地管理

9月2日上午，记者首先来到该区社
会事业局，一负责人在询问相关科室后
称，即使在原戚墅堰区教育文体局存在
期间，也没有批准过这家幼儿园。至于
非法办学的监管工作，原则上是属地街
道（乡镇）管理。该负责人还称，目前，戚
墅堰街道、潞城街道、丁堰街道内只有 4
家正规民办幼儿园，分别为小太阳、市机
关幼儿园东方名园、星星幼儿园和金色
童年幼儿园。

记者随后来到潞城街道办事处。
分管副主任向记者证实，潞城街道包括

东方幼儿园在内的 3 家非法办学点近
日都被贴上了《公告》，东方的规模稍
大，另外两家规模小些。据其称，东方
幼儿园没有营业执照和办学许可，其户
外活动场地也不符合标准。目前，潞
城街道已有的公办幼儿园和正规民办
幼 儿 园 已 基 本 能 满 足 幼 儿 的 入 园 需
求，非法民办幼儿园往往打出低价来
吸引流动人口子女，加上这些幼儿园
的入园门槛很低，几乎没什么限制，受
到不少不符合入园条件的幼儿家长的
欢迎。由于非法幼儿园脱离相关部门
的监管，师资力量参差不齐，无法保证
幼儿教育的质量，有些甚至连幼儿的
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为此，武进区
教育局在开学前召开会议，布置对无
证园的集中专项整治，潞城街道共有 3
家无证园被《公告》。

不过，该副主任坦承，虽然贴了《公
告》，考虑到这些幼儿园内已有学生，街
道方面不会强行关停幼儿园，只是希望
家长能了解到这一情况，自行做出正确
选择。他说，在3家无证园就读的学生，
如果符合入园条件的，街道可协助与相
关合法幼儿园协商，为这部分孩子解决
上学问题。

尴尬现状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东方幼儿园，门
口的《公告》已消失不见。记者走进幼儿
园，二楼传来学生上课的声音。一楼一位
男老师肯定地告诉记者，幼儿园不可能是
非法幼儿园，“我们有营业执照。”记者追
问是什么营业执照时，他才说是培训机构
的执照。在桌子上，还贴着一张收费价目
表，记者看到，大班一学期收费2680元，
小小班3050元，价格并不贵。

根据男老师提供的电话，记者联系
上该园负责人赵老师，赵老师表示，幼儿
园有工商营业执照，是多年前领的，虽然
是培训机构的执照，但经营范围内有“幼
儿教育”，不过地点不在东方福郡。她坦
承，东方幼儿园目前没有办学许可，但为
了这家幼儿园，几个股东投入了60多万
元，不可能主动关停，而且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家长要求退款，幼儿园一切如
常。赵老师说，为取得合法身份，她多次
去潞城街道、原戚区教育文体局、常州经
开区社会事业局，但由于行政区划调整
等原因，导致申报一直搁浅着。

童华岗 13813585755

街道：可协助符合入园条件的幼儿解决就学问题

开学前，幼儿园被公告“非法”令家长傻眼

昨天，记者在我市一商业闹市看到，在热闹的活动现场，许多观众特别是带小孩的家长手持氢气球，气球甚至紧贴小孩
脸部，一旦爆裂，后果不堪设想，让记者为之捏一把汗。对于氢气球在公共场所的安全管理，国家有严格的规定，有关氢气
球伤人事件媒体多次作过报道，有关部门及家长应引起高度重视。 魏作洪 摄

一则题为《溧阳市茶亭医院，表
妹四维彩超做后却生下严重畸形男
婴》的帖子，近日在本地网络论坛持
续发酵，超过 6 万名网友点击评论。
发帖人“放肆年华”称，去年 12 月 28
日，其表妹在怀孕 23 周 6 天时，到溧
阳茶亭医院进行了四维彩超检查，结
果显示一切正常。今年 3 月，她分娩
产下一男婴后，却发现孩子手脚严重
畸形，一家人顿时傻了眼。蒋某一家
向溧阳卫生局反映情况，没想到，到
医院正常维权还遭到该院几名壮汉
的殴打⋯⋯

据“放肆年华”介绍，其表妹蒋某
今年 30 岁，去年怀了二胎，一家人非
常重视。听说溧阳茶亭医院有四维
彩超可以排畸，蒋某就去做了，检查
后，医生回复一切正常。于是，蒋某
在家安心养胎。

今年 3 月 7 日，蒋某在溧阳妇幼
保健院剖腹产下一男婴，医生告知：孩
子的手脚外翻，严重畸形。这对于蒋
某全家来说可谓晴天霹雳，他们找到
茶亭医院讨要说法，医生却表示，四维
彩超并不能检查出手脚畸形。

记者从网上所发的一张照片上

看到，一名刚刚诞下的男婴脚部明显
畸形，两个本应该和腿骨呈90度的脚
掌严重外翻，令人不忍多看。昨天上
午，记者为此赶赴溧阳茶亭医院采访。

院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医院已经报警，“病患家属罔顾事
实，属于诽谤造谣的行为。”据他介
绍，该产妇只在茶亭医院做了个四维
彩超检查，其怀孕后建卡和常规产检
均不在该医院，且在彩超检查报告单
上已经明确提示注意事项：“由于受
胎儿方位、羊水量、胎盘位置、孕妇肥
胖、孕龄等因素在影响，超声不能发
现胎儿所有的畸形。”该负责人介绍，
胎儿畸形是一个动态过程，孕妇于
30－32 周进行第二次系统超声检
查，可使胎儿畸形检出率从 82.03%
提高至 93.23%，医生建议于 30－32
周复查，但该孕妇并没有按照医生要
求来复查。

院方相关负责人还向记者出示
了一份中国医师协会产前超声检查
指南，其中检查内容栏目第 8 条明
确：胎儿四肢的检查内容包括双侧肱
骨，双侧尺骨、桡骨，双侧股骨，双侧
胫骨、腓骨。“这其中并不包括胎儿的

手掌和脚掌。”该负责人说，在实际操
作中，胎儿的手紧攥，腿部蜷曲，根本
无 法 判 别 手 掌 和 脚 掌 是 否 存 在 畸
形。“也就是说，四维彩超只能检查出
胎儿有没有手和脚，但不能检查出手
和脚是畸形的，因此在这件事情上，
院方并不存在过错。”该负责人还表
示，院方欢迎病患家属到常州医学会
下属的医疗损害鉴定中心进行鉴定，
但事件发生后，家属自始至终不愿意
进行鉴定。

对于家属声称院方打人一事，该
负责人拿出了一份溧阳天目湖派出
所开具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
显示，与蒋某一家发生肢体冲突的是
一名黄姓男子，他是来看病的村民，
并非医院派来的“壮汉”。

原来，蒋某当天到医院讨要说
法，拦在检查科室门口，影响其他市
民做检查，其中一名病患的家属黄某
气不过，和蒋某一家发生冲突，蒋某
这才报了警。

最后，溧阳茶亭医院表示，希望对
方通过法律途径冷静处理，对此，记者
也将持续关注事情进展。

小波13337898169

院方：已就此事向当地警方报警

30岁孕妇生下畸形男婴引发纠纷

本报讯 8 月 26 日，天宁区郑
陆镇的 3 名男孩在河边摸鱼玩耍，
其中一人不慎滑入河中，漂至河中
央。幸亏路过的两名辅警听到其他男
孩的呼救，一个跳入河中救人，一个在
岸边接应，将溺水男孩救了上来。

当天上午 9 点半，焦溪派出所
辅警胡小平、是耀华骑车巡逻至
郑陆镇宁河村委八宝奄村时，忽
然 听 到 附 近 一 条 河 边 有 人 喊 救
命。两人赶紧来到河边，看见河
中央有个人，仅剩头发露在河面。
胡小平立即脱下衣裤跳入河中，游
到落水者跟前，将他的头托出水
面，带着他游到岸边，岸边的是耀

华将他抱上了岸。溺水者是个男
孩，当时脸色发白，神志不清。是
耀华及时进行救治，男孩吐出河水
后，神志逐渐恢复。两人抱着溺水
男孩回到其暂住地，男孩父母知道
详情后连声道谢。

男孩父亲邓先生说，他们一家来
自四川，他到40岁才有了这个儿子，
如果孩子没了，我们家也就没了。

据民警了解，当天上午，3 个男
孩一起在河边玩耍，发现河里有小
鱼，3 人便趴在岸边摸鱼玩，没想到
小邓不小心滑入河中，一直漂到河
中央。

（吴同品18351218505 张晓旭）

辅警勇救溺水儿童

本报讯 汤某晕晕乎乎乘公交
车回家，把包丢掉了，包里除了有上
千元现金，还有一枚价值3000多元
的金戒指。有人看见想顺手牵羊，
被女司机及时阻止。

9 月 4 日上午，溧阳客运公司 3
路车司机杨丽琴在行车途中，从反
光镜里看到一个乘客表情很不自
然，左顾右盼后，将旁边一只包提到
了自己腿上。她感觉不对劲，到站
后就走到该乘客身边，问这只包是
否是他的，包里有什么。该乘客支
支吾吾答不上来，只好红着脸把包
交了出来。趁班次空隙，杨丽琴将
包交到公交服务大厅。

半小时后，一中年女子冲进服
务大厅，焦急地询问是否捡到了一
只包。工作人员核对后，确认她就
是失主，将包还给了她。

中年女子姓汤，溧阳人。9 月
3 日，她去南京探望亲戚，晚上 8 点
多坐高铁返回溧阳，途中打了个瞌
睡错过下车，一直坐到了杭州站。
由于时间太晚，买不到回溧阳的高
铁票，又不舍得花钱住旅馆，她就
在杭州高铁站候车室的角落里过
了一夜。9 月 4 日上午，她乘高铁
回到溧阳，一路上昏昏沉沉。转乘
3 路公交车时，感到头痛的她便挑
了个有窗的位置坐下，把包放在了
旁边的座位上，到站下车时忘了
拿，过了好一会儿才发觉手里空落
落的，猛然想起包掉在了公交车
上。被吓醒了的她匆忙赶到公交
服务大厅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失
而复得了。

（芮伟芬 13961158906 王婷 史
丽丽）

迷迷糊糊丢了包
司机阻止觊觎者

本报讯 又到一年开学季。8
月31日，江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
司员工来到溧阳新昌村，将5000元
助学款送到贫困学子小黄手中。这
已是该公司连续 3 年对小黄实施圆
梦资助。

小黄早年丧父，母亲独自拉扯
着他和姐姐艰难度日。2013 年，

小黄考入浙江海洋大学，欣喜之
余 ，却 不 知 道 学 费 该 怎 么 解 决 。
江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得知
后，主动与其结成助学帮扶对子，
承诺在小黄上大学的 4 年间，每年
资助学费 5000 元，帮助他完成大
学学业。

（芮伟芬 张国芳）

资助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本报讯 8 月 31 日，家住金坛
的阳阳从金坛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拿到了母亲送来的 1 万元，经服务
中心耐心调解，阳阳再也不用担心
自己没钱上学了。

阳阳 15 岁，今年要升高一。8
月28日，阳阳和父亲愁眉不展地来
到金坛区法律服务中心。原来，阳
阳父母在2010年离异，她随父亲生
活，但离婚协议约定的监护人是其
母亲王某。一直以来，阳阳的学杂
费都是由父亲支付的，但在去年，父
亲因伤在家休养了大半年，基本无
收入，眼看开学将近，阳阳的学杂费
还没有着落，暑假期间
的补习费还没有交，联
系母亲也没有回复，父
女俩只得来到金坛区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求助。

中心工作人员了解
到，阳阳的补课费加上
开学学杂费等一共是
12784 元，她还特别指
出，希望能和母亲住在
一起。工作人员联系
了王某，王某称，她最

近身体不好要住院，给不了那么多
钱，也拒绝与女儿一起住。阳阳一
听，情绪低落，提出独自外出租房
读书。

工作人员努力做母女双方的
工作，经情感打动和耐心释法，王
某终于松了口，愿意承担 1 万元，
其余 2784 元由前夫承担，女儿高
中阶段每月 1000 元生活费她承担
一半，其它费用按票据和前夫各半
承担。

3天后，王某将1万元送到了调
处中心，阳阳拿到钱，终于露出了笑
容。 （芮伟芬 杨小卫）

耐心协调 学费有着落

本报讯 9月2日下午3时许，武进阳湖
广场某公寓，随着一声“外卖”，女子曾某打
开房门，顿时傻眼：和外卖小哥一起前来的
竟是民警。昨天中午，被徐州沛县警方上网
追逃、涉嫌抢夺的曾某被徐州警方带走。

8月30日，武进警方获得线索，网上
追逃人员曾某可能驾驶一辆牌号为苏C/
U5***的白色纳智捷越野车进入武进。
武进警方调查发现，该车在近10天内多
次在湖塘人民路、花园街附近出现，通过
调取高清监控照片，发现驾驶该车的女
子与曾某长相十分相似，基本确定为同
一人。可8月31日后，该车便没了踪影。

经过两天的不懈努力，9 月 2 日，警
方终于在湖塘花园街阳湖广场东侧一小
通道内发现了该车，但车上没人。因该
地处于湖塘老城区，环境复杂，人流量
大，无法确定曾某是否藏匿于此，民警遂
寻求相关部门的支持。很快，好消息传
来，曾某就藏匿于阳湖广场附近的一家
公寓楼里。当天下午 3 时许，侦查员跟
随外卖“小哥”进入公寓，将曾某抓获。

据来常办理交接手续的徐州沛县
沛城派出所副所长侯连魁介绍，几年
来，曾某经常向认识 10 多年的朋友孟
某借钱，期间还了一部分，今年 8 月 14
日中午，曾某邀孟某在沛县某小区门口
见面，又向孟某借了 7 万元现金，并写
下 100 万元的欠条。后以核对账目为
由，趁孟某下车到附近超市买笔时，将
现金和欠条抢走，开车逃走并失联。8
月 19日，徐州警方将涉嫌抢夺的曾某上
网追逃。 （小波 余人）

抢走100万元借条
徐州作案常州落网

本报讯 市民程某万万没想到，自己
去按摩店放松一下，随身携带的1万元现
金竟会少了3700元。报警后他才知道，这
家按摩店其实就是个贼窝，两个按摩女互
相配合盗取钱财，店主和朋友负责望风。

今年 4 月，李某到常州经开区遥观
镇开了一家按摩店，为增加收入，李某听
信按摩女工张某的建议，决定在店内干

“副业”挣钱。李某等人私下商量，一旦有
客人上门，便由一名按摩女以按摩为掩
护，另一名按摩女负责盗窃。为防止客人
当场察觉异样，一般只抽取客人一小部分
钱，李某及其朋友祝某则负责在店外把
风，一旦得手，及时将赃款转移。万一按
摩女失手，他们再进店和客人私了。

4 月 4 日，程某来到按摩店消费，进
店后，他将外套脱掉挂在墙上，外套口袋
内装有刚刚从银行取出的 1 万元现金。
按摩了一会儿后，按摩女张某对程某说：

“我帮你敲敲肩膀。”故意站到程某头边
来遮挡视线，另一按摩女接到这一暗号
便知下手时机已到。就这样，程某口袋
里的百元大钞被抽走37张，李某和祝某
迅速将赃款转移出店外。

程某回家后，发现现金数目不对，立
即报警。张某和另一名女按摩师（两人
均另案处理）被警方控制，李某和祝某闻
风而逃，近日才归案。8 月 29 日，涉嫌
盗窃罪的李某、祝某被常州经开区人民
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童华岗 陈文超）

按摩店竟是贼窝

男子进店按摩
3700元不翼而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