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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吃抗凝药慎吃黑木耳
本报讯 市二院阳湖院区

于日前收治了一位重病患者，
由于长期服用抗凝药物又大量
食用黑木耳导致休克，胸片显
示胸腔内出血很多，重症医学
科立即请胸心外科会诊。胸心
外科主任童继春会诊后果断实
施全麻胸腔镜下剖胸探查止血
术，经过2个小时的积极抢救，
从病人胸腔引出了近 4000毫
升血水，终于把病人从死亡线
上拉了回来。
“有些患者为了预防中风或

其他血栓类疾病，长期服用抗凝

药，导致自身的凝血功能下降，
而黑木耳中含有丰富的黑木耳
多糖，有着明显的抗凝血作用。
当这两样遇到一起的时候，就好
比是大大地增加了抗凝药的剂
量，很容易引起体内大出血。”童
继春告诉记者。在此之前，二院
就已经遇到过两起因服用抗凝
药和黑木耳导致颅内或胸腔大
出血的病例了，有一位患者竟然
在服用抗凝药的同时，一天三顿
吃黑木耳，幸好后来也抢救回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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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赶赴云南小镇，追回21万元
遭遇网络诈骗，会计汇出 33万元

本报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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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娘”让自己汇钱，会计倪某没
多想，汇出33万元。后经核实，
老板娘QQ被盗，让倪某汇钱的
是骗子。民警紧急介入调查，并
赶赴云南打洛小镇追赃，追回
21万元。

2月中旬，安家一家企业的
会计倪某，突然看到QQ头像闪
烁了起来，“老板娘”找她有事。
“老板娘”要求倪某将一笔33万
元的交易资金汇至苏州一账号
内。毫无防备的倪某按“老板娘”
指示，将33万元通过网上银行
转账至对方账户。后倪某询问老
板娘，才知道上当。
安家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确

定这是一起常见的网络诈骗案，
盗用他人QQ，冒用QQ主人骗
取当事人汇款。民警第一时间向
上级部门汇报，并与涉案银行进
行沟通，冻结了受害人提供的嫌
疑人账户。遗憾的是，冻结过程
中，33万元已被部分取走。
民警立即展开追赃，追查嫌

疑人开户名及银行开户地址。经
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分析，终于理
清所有资金流向明细，并获得了
准确的涉案账号及账户人员信
息。案件有了突破，值得高兴，但
民警又心生担忧，开户地址在云
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镇，一
个处于动荡中的边界小镇。为了
不贻误作战良机，警方决定远赴
云南小镇追赃。

到达打洛后，民警得知，涉
案账号关联人员郑某常年待在
缅甸境内，且小镇形势不容乐
观。面对困难，民警积极争取当
地公安机关的支持，最终在当
地警方的鼎力相助下，找到了
郑某。郑某得知自己的账户被
诈骗人员利用，情绪波动很大，
因为担心吃官司，并不完全配
合。民警耐心做郑某的思想工
作，打消他的顾虑，郑某终于同
意配合民警工作。3月 13日，
21万元分三次回到安家企业账
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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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司机及时疏散17名乘客

高速上客车突然起火

本报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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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上午9点10分左右，沪蓉
高速上海往南京方向，一辆外地
牌照的客车起火，整部车子被烧
毁。好在两名司机及时发现情况
不对，将17名乘客安全快速地
疏散到车下，自己也安全出来。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据其中一名驾驶员周师傅
说，他们属于一家知名的公路客
运公司，当时他驾车正由无锡开
往南京。车上乘客荷载是48人，
实际只有17人，还有一名副驾
驶，总共是19人。
当行驶到事发地点时，他突

然听到车内传出异常的响声，
出于安全考虑，他立即靠边停
车。车刚停下，他发现车里有黑

烟冒出来。意识到车子有危险，
周师傅和同事一起，立即打开车
门，将所有乘客全部疏散了下
来。没过一会儿，车内开始有火
星闪动，随即火势一下就蹿了出
来。

接到报警后，戚月路消防中
队立即赶到现场，发现整部客车
都被大火包围了，火势非常猛
烈，车身上腾起滚滚黑烟。消防
队员立即出动两支泡沫水枪灭
火，约 1小时后，客车大火被扑
灭，整个车厢全被烧毁了。

在灭火期间，公司派来的车
辆，将这些乘客都驳载走了。

目前火灾具体原因，还在进
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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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踢足球，他曾是王思聪土豪战队的一员
网上说足球，他曾与央视名嘴段暄亦师亦友

27岁小伙施頔尼，每晚为几十万粉丝“狂”
睡过一觉之后，白天他会“变身”不苟言笑的企业高管

施頔尼说，其实游戏带给他
的，不仅仅是这些乐趣而已。在
解说游戏的过程中，他需要剪辑
视频、录制音频，慢慢地，他也会
驾驭这些视频音频软件，而在现
实工作中，他就会运用这些软
件，给公司做出一套完整的宣传
片，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肯定。“这
也算是游戏带给我的另外一个
福利吧。”
同时，由于现在的工作，施

頔尼也认识了不少游戏公司的
高管，本职工作带给他不少游戏
玩家一辈子的梦想，比如参观
EA公司，和主创见面等等，现
在的他，甚至会给当年一起玩游
戏的小伙伴介绍工作。施頔尼的
本职工作，对自己的“游戏人
生”，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何一智 图片由施頔尼提供

上午 9点，他是企业高
管，一身正装、正襟危坐、不
苟言笑，一丝不苟地打理公
司事务；晚上 9点，他是“网
络解说红人”，坐在电脑前，
穿着随意，戴上耳机和耳
麦，盯着电脑屏幕不停地
“疯狂”大喊，嘴中蹦出的是
让人捧腹的连珠妙语……
对于 27岁的施頔尼来说，
每天游走于这两个反差极
大的角色之间，就是他生活
的常态。“玩物不丧志，在工
作与游戏间找到平衡，这样
的玩家，才是赢家。”小伙子
这样与热爱游戏的同龄人
分享心得。

施頔尼最喜欢的足球游戏———通
过电脑与其他玩家一起在虚拟的绿茵
场上拼杀。施頔尼说，自己接触到游戏
解说，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喜欢足球游
戏，并且玩出过成绩。
施頔尼说，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

接触足球游戏，后来就越玩越专业，慢
慢从一个业余玩家，变成了职业玩家。
“2007年，我曾经代表中国，参加了世
界规格最高的电子竞技大赛，也破了江
苏省无缘世界大赛的纪录。”施頔尼说
起以前的经历，还是面露骄傲。

2007年以后，施頔尼在电子竞技
大赛上大放异彩，在足球游戏上一发不
可收拾。那时候正好万达少东家王思聪
的IG战队成立，这个“土豪游戏战队”
也迅速看中了他，邀请他参加战队。
施頔尼随后去了王思聪的战队，离

开了常州。“那个时候的王思聪还远没
有现在的知名度。”施頔尼笑着说，做土
豪的成员其实并不完美，因为原本以为
会在职业选手路上越走越远的他，发现

这条道路其实并不简单。每个月只有几
百元的工资，但是那个时候很任性，觉
得一定要玩出一个名堂出来。”

施頔尼回忆起自己当年做的事情，
并不后悔，但是如果叫他现在重新选
择，他可能不会先选择游戏。“在中国，
靠电子竞技能够生活下去几乎是一件
不可能的事情。”

2012年，他选择告别职业玩家的
行列，寻一份实在的工作，回归职场。

2012年后，施頔尼暂时告别游戏，
把重心转向工作。努力拼搏的他，在工
作中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慢慢成为一
家公司的高管。工作不忙的时候，施頔
尼也会和老队友偶尔来几局，但是由于
玩的时间确实少，在游戏上他已经无法
再重现当年的辉煌。但他的朋友都知
道，施頔尼的游戏梦并没有结束。

一次，一个玩游戏的朋友邀请他

去上海，以嘉宾的身份参加一场足球游
戏的解说。那次解说下来，主办方相当
满意，施頔尼意识到，解说可能是一种
非常好的途径，拉近自己和这个圈子
的距离。

施頔尼说，他之前有过主持经验，
自己小时候也是语文课代表，经常上台
演讲。施頔尼对自己学习足球游戏解
说，还是很有信心。

但是足球游戏解说毕竟和主持节
目不一样，几次经历下来，施頔尼觉得
自己和专业的解说员差距还是太大。有
时候自己的反应速度跟不上，口齿也不
是很清晰，虽然做个业余的解说员绰绰
有余，但是施頔尼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要做就要做好。
为了加快反应速度，施頔尼逼自己

参加了许多话剧、演讲类的社会兴趣小
组，通过社会活动，来锻炼自己的口齿
清晰度和反应速度。

一次偶然的机会，施頔尼在北京参
加一个游戏比赛做解说嘉宾，央视足球
解说员段暄也来了。这么好的机会，施
頔尼怎么会错过？他立即找到段暄，说
明自己想要在足球解说上更进一步的
来意，段暄笑着接受了。此后两人一直
保持联系，他也咨询段暄过好几次，学
到不少“诀窍”。现在，施頔尼几乎每晚
都会在网上开一场游戏解说，人多的时
候，甚至有几十万人同时收听或点击收
看。

施頔尼说，现在的他也慢
慢懂得，游戏和工作其实并不
冲突，两者之间可以达到平
衡，认真工作是游戏解说的前
提。

游戏解说会影响到白天的
工作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施
頔尼说，白天的工作为了生活，
晚上的解说为了梦想，生活和梦
想没有轻重之分，两者都很重
要，然而如何把这种影响降到最
低，如何让两者之间达到平衡，
施頔尼选择暂时放弃游戏梦想，
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好。

白天，施頔尼努力工作，业
绩不菲，也经常熬夜加班，那个
时候的他，会把游戏和解说先放
一边。

现在的施頔尼，工作轻松
稳定，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万一
两者之间起了冲突，施頔尼已经
可以正确做出判断。

他曾是虚拟绿茵场游戏里的“国足”

参加王思聪土豪战队，有感“游戏不能当饭吃”

一次偶然，他发现了自己足球游戏解说的能力

为了练好解说，他还找到段暄学艺

白天工作为生活
晚上解说为梦想

游戏和工作可以
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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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社区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