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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为何这样红？
铁离子超标，环保正全力排查偷排企业

! ! ! !

一则名为《环保局的人全是吃干饭

的？》的帖子近日在本地论坛发酵。据发

帖人“
&&&'()*'+,"-

”反映，武进区横山桥

镇星辰村的省庄滨原本是一条干净的河

流，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被污染，多次向环

保部门反映也得不到解决。该网友还特

地附上了几张照片，从图中看，水面上浮

着一层红色物质，仿佛整条河流被血染

了一般。见到如此触目惊心的图片，网友

纷纷表示愤慨。昨天上午，记者专程赶到

横山桥镇星辰村进行了调查。

站在星辰村的刘桥头桥上，记者并

未见到网帖照片中那么“壮观”的景象，

河水没那么红，河面上漂浮着很多垃圾。

记者仔细观察，发现沿河的植物都很奇

怪：与河水接触的部分全都呈黄色，好像

枯萎了一样。

“今天好多了，要是昨天来看，就不

是这样。”家住刘桥头附近周家塘的一

村民告诉记者，以前河里的水还能用来

洗洗衣服、浇浇菜。去年底开始，河面

上红色的油污越来越多，看上去就像刷

了红漆一样，几乎盖住了整个河面，鱼

都死光了。河水更是臭得让人无法忍

受，关了窗户都能闻到，只有下雨天才

会稍微缓解一下。“今天好像开闸换水

了，河水清多了，但一些与水接触的物

体还残留着红色。”为了证实所言非

虚，该村民带着记者来到河边一码头，

用手在石头上一摸，手上全是红色的油

污似的东西。

另有一村民告诉记者，这条河流是

活水，通向三山港，一直是他们村百余户

村民灌溉的重要水源，从被污染起，尽管

已经不用河水灌溉，但由于靠得太近，他

们都不敢吃自己种出来的东西了。

那么，这河水里到底是什么物质？

记者联系了横山桥镇政府环保办，一

许姓工作人员说，染红河水的应该是

企业偷排的工业污水，而且是酸洗企

业，“这里地处横山桥镇与遥观镇的交

界处，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哪边的企

业所排的污水。目前，我们正在对横山

桥境内的企业进行排查。”武进区环保

局昨天也表示，该局已对河水进行了

取样分析，证实水中的确为铁离子超

标，目前该局正全力对沿河企业进行

逐个排查。

本报对此将继续关注。

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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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背”出肩周炎
! ! ! !

本报讯 在我市钟楼开发区一家

企业工作的王卫东近来感觉肩膀又

酸又痛，没几天右手都抬不起来了，

不得不到市中医院求诊。医生检查

后发现，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小王已

患上肩周炎，经一番仔细询问，终于

找到其病因：原来，小王念书时就喜

欢双肩背包，上班后还是老习惯，承

受不了的肩膀因此闹“罢工”。

小王到医院看病时，背的还是

双肩包，医生拎了拎，起码有四五公

斤重，便建议他调整背包方式，比如

背一段时间的双肩包，再使用一段

时间拎包，再背一段时间单肩包。此

外，还可以通过减轻分量来缓解背

包对肩部带来的伤害，比如将背包

里的部分重物放置到一个塑料袋或

马甲袋里，既背包又拎包。

“肩周炎病人正呈逐年上升趋

势，背包不当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该

院针灸科主任陈章妹告诉记者，市民

工作时应注意不要长时间伏案低头，

电脑上打字或阅读时，头不要太低，

避免因颈椎过度弯曲影响到肩膀；在

有冷气的办公室工作时，肩膀上披件

外套御寒；尽量少吃冷饮，因为冰冷

的食物容易阻碍血液循环，也会引起

肩膀疼痛。 !徐瑞玉 童华岗"

华山苑出现“房裂裂”
交付不到半年 墙面“体无完肤”

! ! ! !

本报讯 交付时没发现问题，可房子

交付不到半年，准备装修时却发现墙面

上已“长”满裂纹。前天，家住高新区华

山苑的顾某向本报新闻热线
%..,....

投诉，称自己买到了“房裂裂”。

当天，在顾某的引领下，记者来到她

在华山苑买的
.

幢乙单元
#/,!

室的新

房。一走进屋内，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顾

某的这套住房连厨房、卫生间在内一共
0

个房间，有
#0

面墙，每一面墙都已“体无

完肤”，墙体上都有宽约
#

至
/

毫米的裂

缝，其中不少都是贯穿整个墙面的“撕裂

伤”。裂缝有大有小，大的长约一米，小的

也有十几厘米。记者大概数了一下，大大

小小约有
#,,

多条裂缝。

“房屋是今年
#

月交付的，拿房的时

候好好的，可现在却成了这副模样。”顾某

告诉记者，她的房屋总共才
%,

多个平方

米，装潢公司来开工没多久就被迫停工

了，因为墙面上不停地出现裂缝，并且发

现其中一些裂缝存在修补过的痕迹。

“你瞧，都是修补的网，这里有一

块，卫生间里也有这样的网。”在顾某的

指引下，记者确实发现，墙体里有不少

奇怪的网状物体。顾某还说，“你现在看

到墙上的裂缝比原先少多了，因为我已

找装修队修过了。”

据顾某讲，她最初看到这么多裂缝

时吓了一大跳，以为整栋楼存在质量问

题，可是和周围邻居及物业一打听，才

发现不少人家房屋虽然都有裂缝，但不

是很严重，就她家问题最突出，连物业

看到后都很吃惊。“我们夫妻二人省吃

俭用这么多年才买一套房子，容易吗？”

顾某说。

随后，记者与顾某来到了华山苑物

业管理处。“有裂缝的问题确实存在。”

物业公司一徐姓主任告诉记者，物业方

多次接到业主反映，房屋有裂缝存在，

她们正在与小区的开发商进行协调，处

理此事。

昨天下午，记者与华山苑的开发商三

优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朱总取得了联系，他

说房子的墙壁原先是有一些裂缝，但出现

大量裂缝是顾某私自把墙坯铲掉后才出

现的，为此开发公司一直与顾某进行协调

解决，但在赔偿金方面始终没能谈妥，因

此耽搁了。他表示，他们公司会尽快和顾

某协商好此事。

截至记者发稿，开发商答应赔偿顾某

#

万元并帮助修复开裂墙体。

"小波 文
!

摄"

体感温度
咋比气温高 4℃？

! ! ! !

本报讯“气象台说，昨天白天最

高温度
/!"

，室外体感高温
/."

。究

竟什么是体感温度呢？”这几天，不断

有市民致电本报新闻热线
%..,....

，

咨询气象预报中的新说法。

常州气象台相关专家解释说，测

温必须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完成，温度

计高于地面
#1$

米，而且必须放在百

叶箱中，以避免太阳直射，这是全球

气象组织统一规定的标准，这样测得

的温度才是气象学上所说的气温，即

大自然状态下的空气流动温度。而体

感温度是指人体感觉到的环境温度，

主要考虑风力、湿度、日照等对百叶

箱所测气温的修正。一般来说，夏季

气温与体感温度相差较大。为对市民

生活更具实用意义，只要百叶箱内温

度
!/""

，气象台就会同时发布体感

温度。
! ! ! !

!其相 庄奕"

来自急诊室的故事

望女成凤 父打女
! ! ! !

本报讯
2.

日晚，当记者在市二

院见到小美时，这个
%

岁女孩的身上

竟有多处伤痕。经医生诊断，其头骨骨

折、枕骨皮下软组织挫伤。

医生询问小美是如何受伤的？其

父在旁低声答说，“是我打的。”张某称

自己没什么文化，所以“望女成凤”，希

望小美好好学习，可小美成绩很差，最

近的考试成绩竟是个位数。“我实在气

不过，想教训一下孩子……”

小美的父亲张某来自四川巴中，

妻子六年前因病去世，父女俩租住在武

进邹区史家巷，张某在附近一工地干

活，小美刚上小学。房东杨某告诉记者，

她经常听到小美低沉的哭喊声，“张某

脾气不好，三天两头拿孩子出气。孩子

胆小，被打后不敢大声哭。”
!

天前，房

东又听到小美屋内传出哭喊声，推门一

看，小美头部在流血，遂急送医院。

小美见爸爸不在身边，告诉记者：

“爸爸回家老会生气，生气时就打我。”

说着还把她背部的伤痕给记者看，几

道很明显的伤，像是用木条或是皮鞭

抽打的。记者后来问张某，张某说是女

儿不小心受的伤。

2-

日上午小美出院。临走时，在

医护人员再三关照下，张某表示今后

不再打孩子。 !江潇 王萍"

"

记者手记

#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虐待儿

童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棍棒底下出

孝子()#子女不打不成器(% 受这些传

统观念影响% 有部分家长认为打骂子

女是对孩子的成长负责% 殊不知简单

粗暴的打骂%子女不仅受皮肉之苦%其

心灵更是受到极大摧残% 对子女今后

的成长更加不利*

夫妻吵架 夫咬妻
! ! ! !

本报讯 昨天中午
22

时左右，市

二院急诊大厅来了一名满嘴是血的中

年妇女，医护人员以为是交通事故导

致的，仔细一问，才知是夫妻吵架时丈

夫“动了口”，将妻咬伤。

记者闻讯赶到医院，见到了正在

挂水的妇女顾某。“我再也不会理他

了，我要和他离婚！”仍在气愤伤心中

的顾某告诉记者，自己今年
02

岁，经

营着一家建材店，平时都是丈夫打理

家务，夫妻感情还算不错，但她昨天回

家时，本该做饭的丈夫却在呼呼大睡，

于是气不打一处来，上前掀掉了丈夫

的被子。“这么晚了还不做饭，你让我

吃什么？”顾某认为丈夫“懒出了蛆”，

两口子随后吵起来，情急之下的丈夫

将她的嘴唇咬伤。

周围的病友听完纷纷劝慰顾某，

“两口子吵架不记仇，为这点小事就要

离婚，不值得。” !江潇 梅凤"

“白领”买个性袜减压
! ! ! !

“气死了，你们说说

看，他是不是根本不理解

我……”刚刚与男友分手

的郑小姐把一群“闺蜜”约

在我市一家茶室的包厢

里，倾诉着衷肠。“送你个

神秘礼物吧，把他踩在脚

下出出气！”小芹说完递上

了一个小巧精致的礼盒，

郑某不解地打开一看，不

由转怒为喜。原来，小芹送

的是一双印着“失恋”字样

的粉红色女式棉袜，还有

可爱的卡通图案。最近，在我市各大小

商品市场和大超市里，这种个性袜子

颇受顾客欢迎。

“平时工作压力蛮大的，周末心情

好些，周一心情就会跌到低谷。后来在

市场里看到了这种星期袜，感觉很别

致，周一到周日七天，天天可以换着

穿，心情好像也会随着轻松了些。”在

我市武进区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小陈

告诉记者，她从网上、超市买了很多个

性袜，譬如一套星期袜在脚踝处有不

同颜色的星期标识，“星期一是绿色，

星期二是黑色的，星期五是红色……

一天换一种颜色、也换一个心情。”

在一家大超市，记者看到有的女

袜设计成卡通套图，譬如左右袜子

合在一起时是一个动漫头像，还有

的设计成“对联”式，左右袜的袜筒上

都有三四个网络流行语，读之让人忍

俊不禁。 童华岗 文
4

摄

禁毒宣传到码头

! ! ! ! "#

日%常州边检站组织官兵深入码头和外籍船舶%通过图片展览+现场剖析

案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禁毒宣传%共发放宣传资料
$%%

余份%现场签名

&%%

余人%收到良好社会效果, 杨国栋 李翔 庄奕 文
3

摄

“路见不平”打错人
养护工人误当贼

! ! ! !

本报讯 昨天，金坛市亿

晶路上发生一起令人啼笑皆

非之事：几名花木养护人员

因为疏忽没穿工作服，结果

被路过的热心市民王某当成

小偷，双方扭打在一起。民警

将事情调查清楚后，双方握

手言和。

当天上午，王某开车途径

亿晶路尧塘段时，发现几个

年轻男子正在用铁锹、剪刀

挖出路边栽种的树木，然后

放到一辆农用车的后厢中。

联想到近日金坛、武进发生

了多起偷盗路边树木的案

件，王某便认定这些人就是

小偷，于是立即停车上前阻

止，双方随后扭打起来。

这时，尧塘派出所的巡逻

民警正好路过，拉开双方后一

问，真相大白———原来，这几名

男子是花木养护工人，由于当

天早上
$

时就开始对花木进行

养护，加上天气炎热，都疏忽

了，没穿工作服，才被王某误认

为是小偷。

!商刚 王建国 江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