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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下午，胡高路上发生一起悲剧，一辆轿车和一辆工程车
相撞，轿车车头被压，该车男性司机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接到
事故报警后，交警和消防部门立即赶到现场，开展事故调查处置
及人员抢救工作。目前，该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
中。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单宝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讯
员 虞瑜方）23日下午，市公安局
刑事科学技术室民警驾驶警车，
将曲阿街道前艾 68 岁老人蒯国
本送往句容市大卓镇西岗村，让
其与失散 60 年的亲生父母团
聚。蒯国本见到亲生父母和兄弟
姐妹时激动不已，与他们紧紧拥

抱在一起，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下
来。这个拥抱，他们已等了整整
60年。

11月21日，在镇江警方和句
容警方的大力协助和配合下，市
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民警在

“打拐平台团圆行动”中成功帮助
68 岁的蒯国本老人找到了亲生

父母。
不久前，市公安局刑事科学

技术室接到“打拐平台团圆行动”
平台流转指令，要求协助采集曲
阿街道前艾 68 岁老人蒯国本的
血样进行复核。接到指令后，市
公安局立即组织荆林派出所民警
联系寻找蒯国本，并对他的血样
进行采集。经初步询问，民警了
解到蒯国本的养父母已去世多
年，其本人只记得自己是小时候
走失的，如今虽然已经过去 60
年，但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生
父母。

经DNA复合比对确认，蒯国
本就是句容市大卓镇西岗村 80
多岁的邰世珍、包士英夫妇60年
前走失的儿子邰小贝。经与句容
市公安部门确认，邰世珍老夫妇
仍健在，遂组织认亲。

11月 23日下午 2时许，句容
市大卓镇西岗村一派喜庆气象，
邰世珍和包士英老夫妇早早地就
来到村口等待。两位老人虽都已
80 多岁，但就是不肯坐下来，让
身边的小辈们搀扶着，说一定要
站着等孩子回家。随着阵阵鞭炮

声响起，警车还没停稳，蒯国本就
急着拉开车门，激动地快步上前，
望着眼前白发苍苍的父母，他双
膝下跪，与他们拥抱在一起，60
年的苦苦思念在这一刻也化为嚎
啕痛哭，情感的宣泄感染着现场
的每一个人。

采访时，蒯国本告诉记者，在
他记忆中，1961 年的一天早晨，
母亲上街买东西，让他在家陪两
个妹妹玩。当时8岁的他很是调
皮，母亲离家不久，他也就悄悄地
跑出去玩了。谁知，在外溜达了
一天，他竟不知不觉来到了原丹
阳面粉厂附近的郑家桥上。因过
于疲倦，他就躺在桥面上睡着了，
醒来后一个过路的老人把他送到
了孤儿院。没过多久，蒯国本的
养父母领养了他，对他也不错。
如今蒯国本有一对儿女，全家人
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但这些
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亲生
父母。

“60 年来，我的父亲一直有
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回
到老家，和亲生父母、兄弟姐妹见
上一面。随着年事渐高，他回家

的心愿也变得愈发强烈。”采访
时，蒯国本的女儿蒯玲风告诉记
者，近 10 年来，为了帮助父亲圆
梦，她带着父亲跑遍了常州、无
锡、南京等周边城市，并四处发布
寻亲公告、求助媒体，可依旧没有
音讯。直到得知公安机关通过刑
侦手段和技术让许多失散流离的
人找到亲人后，她便向公安机关
求助。

“60 年过去了，想不到儿子
还能够回家，终于圆了全家人多
年的心愿，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在认亲仪式现场，蒯国本年迈的
父母激动地给丹阳和句容两地民
警分别送上锦旗，感谢民警让他
们一家人团聚。

虽然已离家整整 60年，但蒯
国本对这里一点都不陌生，他看
着似曾相识的家人和村民，好像
从未离开过。“非常感谢丹阳和句
容两地公安机关的帮忙，这份失
而复得的亲情，我一定会好好珍
惜。”采访末，蒯国本告诉记者，丹
阳和句容相隔不远，交通也便捷，
以后他会经常回来看望父母，尽
一份孝心。

本报讯（记者 帅莹 高静）
商业街区是人气聚集地，尤其到
了晚上，夜市生意十分红火。然
而，近日，有市民来电向记者反
映，称吾悦金街一些小摊在经营
结束后，留下了不少垃圾，使得
原本干净的路面变得一片狼藉，
破坏了街道环境，也给保洁人员
增加了工作负担。

市民吴先生告诉记者，在吾
悦广场旁的吾悦金街上，好几处
垃圾桶边都堆满了垃圾，还不时
散发出阵阵异味，严重影响了这
一区域的整体环境。在吴先生
拍摄的照片中，记者看到，吾悦
金街上几个垃圾桶已经被塞满，
大量的快递包装袋、饮料瓶、餐
盒等垃圾散落在垃圾桶周围，有
的垃圾甚至直接扔在了公共休
息区域的桌面上，看上去脏乱不
堪。

23日下午，记者来到吾悦金
街，转了一圈后发现，这儿整体
看起来干净整洁，掉落在地面的
垃圾保洁人员会及时清理。采

访中，记者从周围商户口中得
知，垃圾成堆的情况一般会在晚
上出现。“晚上来商场逛街、吃饭
的市民比较多，人流量大了，产
生的垃圾就多了，垃圾桶也来不
及清理。”吾悦金街一家店的店
主王女士介绍，她的店铺门前就
有一个商场放置的垃圾桶，她注
意到，一些市民在投放垃圾时
有些“不讲究”。“我看到有人
将垃圾随手往垃圾桶处一丢，
没扔进去也不管，就直接走掉
了；有的人看到垃圾桶满了，
也不愿意多走几步换个垃圾桶
投放垃圾，直接把手里的饮料瓶
等扔在垃圾桶旁边的地上。”王
女士无奈地说道。

走访中，记者遇到了一位正
在该区域打扫卫生的保洁人
员。该保洁人员告诉记者，此处
夜间的卫生状况确实让人比较
头疼，因为不仅会有大量散落的
垃圾，还有残留的油污，清理起
来很是麻烦。“我们从早上 7 点
开始清扫，直到晚上 9 点结束，

这段时间我们都会尽量保证路
面的整洁。”该保洁人员表示，垃
圾桶装满后，会由保洁人员拖运
至商场里的大号垃圾桶中进行
集中处理，避免出现垃圾堆积的
情况。

“商业街区环境不整洁，对
周围商户和来逛街的市民都会
带来不好的影响。”一女装店店
主陈女士表示，市民晚上来逛街
消遣，本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可
看到这满地的垃圾，多少会影响
心情，同时也会影响周边商户的
生意，“毕竟垃圾多的时候，气味
难闻，谁还愿意在这条街上多做
停留，更别说进店消费了。”此
外，陈女士还提出，吾悦金街的
环境不能只靠保洁人员来维护，
还要依靠周边商户和顾客的自
觉性，“在店里经常能看到保洁
人员来回穿梭清理垃圾，但到了
晚上保洁人员下班后，整洁的环
境就得不到保障了。”

如何解决吾悦金街夜间垃
圾成堆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吾悦
广场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吾悦金街设置
了 12 个垃圾桶给市民投放垃
圾，并安排了 9名保洁人员不间
断保洁，确保此处的垃圾能够及
时清理掉。“晚上 9 点保洁人员
下班后，这儿的保洁转交给夜间
值班秩序员负责。”该工作人员
表示，一般晚上 9 点后，吾悦金
街的顾客就不多了，大部分垃圾
如快递包装纸盒等来自附近小
区的业主，“目前我们已经与周
边小区物业进行了沟通，并在街
区张贴了温馨提示，提醒经过的
市民能够将垃圾入箱，共同维护
街区的环境。”

漫漫寻亲路，这个拥抱他们等了60年！

图为蒯国本和年迈的父母相拥而泣。记者 王国禹 摄

图片新闻

夜间吾悦金街的垃圾桶周边堆满了垃圾。

白天吾悦金街的垃圾桶周边干净整洁。记者 高静 帅莹 摄

吾悦金街垃圾桶边为何晚上垃圾成堆？

昨日，市民广场社区联合向日葵公益服务中心举办了以“几
度夕阳映初心 幸福乐享戏曲宴”为主题的戏曲演出活动，为社区
老年居民及退管人员送上一份“文化大餐”。

（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吴爱芳 摄）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3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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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地址：开发区凤凰路融媒体中心大门北50米（丹阳智投一楼）电话：88011918

遗失信息
●王奕檬遗失出生证，编号：
T320220291，声明作废。

●丹阳市美姿鞋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丹阳市信达货物运输服务部原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苏惠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洪嘉仪遗失出生证，编号：
G320472791，声明作废。
●茅炳忠遗失军人伤残证，证号：
苏军L03922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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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街边鼻炎馆无行医资质

动辄上千元的高价药竟是消毒品……
新华社电 冬季是鼻炎高发

期。不少饱受鼻炎困扰的患者，
被宣传广告吸引，到街边的鼻炎
馆就诊或求助线上问诊。在社
交平台上，许多网民写下了自己
的“看病”经历，称“花了上千元
没治好”。“大街小巷的鼻炎馆安
全吗”“网上卖的鼻炎药是骗局
吗”等话题引发网民热烈讨论。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不少鼻
炎馆无行医资质，有些患者为花
样百出的诊疗手段花费上万元，
但实际疗效甚微。一些所谓“神
药”实为消毒品或普通食品，还
有不法分子借鼻炎药实施电信
诈骗。

一个疗程动辄上千元
工作人员无行医资质

在重庆主城区打开一款导
航软件，输入“鼻炎馆”三字便能
看到周边分布着数家店面，其中
不少是连锁店。记者来到其中
一家进行体验。

该店面积约20平方米，店内
张贴着“鼻炎不再犯”“专治各种
急慢性鼻炎”“传承 600年”等字
样的宣传广告。3名中老年患者
坐在椅子上，鼻腔内插着棉签，
正在接受治疗。

记者向店内一位穿白大褂
的工作人员咨询。这名工作人
员用鼻镜查看记者鼻腔后表示，
基本判断有鼻炎，可以免费体验
一次治疗。

据其介绍，治疗过程是将专
用“药膏”涂抹在棉签上插入鼻
腔，中途会更换两次，全程持续
约一个半小时。药膏是由中草
药构成的特效药，一个疗程收费
1988 元，根据个体差异，想要根
治鼻炎一般需经过多个疗程。

诊疗中，这名工作人员用棉
签从一个白色塑料瓶中取出药
膏，给患者上药，全程未佩戴口
罩与手套。当记者询问其是否
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医师
执业证书时，对方表示没有。

“我们最近正在招聘员工，
踏实、肯干、识字就行，不需要具
备医学相关背景，经过理论学习
和培训即可上岗。”她说。

在重庆市主城区另一家连
锁鼻炎馆内，身着白大褂的工作
人员正在给患者诊疗。其方式
是将一种粉末状“药物”喷进鼻
腔中，刺激患者打喷嚏排出异
物。“我们用的是中药材配的秘
方，纯天然绿色安全，一般 1至 2
瓶就能根治，价格每瓶 3000元，
年龄最小的患者只有两个月。”
一位工作人员说。

据其介绍，该款药物还具备
诊断功能。记者尝试喷过后，工
作人员根据喷嚏数量和肉眼观
察鼻腔即“诊断”记者患有慢性
鼻炎。这家鼻炎馆除营业执照
外，并未悬挂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和医师执业证书。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
动；今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医师法》明确，未注册取得
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
动。

一名曾参与查处某连锁鼻
炎馆的执法人员指出，鼻炎馆

“诊断”和给消费者鼻腔“上药”
的行为已经属于诊疗范畴，未取
得医疗资质擅自执业涉嫌违法。

高价药竟是消毒产品
“老中医”实为诈骗团伙

重庆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第一次在鼻炎馆免费体验后，感
觉鼻子通畅不少，店员多次推荐
后买了产品，可几个疗程下来，
症状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加剧
了。网民“一潭爱历史”称，自己
在号称“百年老店”的某鼻炎馆
先后花费4000多元没有效果，后
来发现上药的员工无医疗资格，
提出退钱但遭拒绝。

一些鼻炎馆所谓的高价“特
效药”竟是普通消毒品。

去年 6月，重庆市渝北区检
察院公益诉讼干警经过摸排发
现，当地某连锁品牌鼻炎馆以多
种方式宣称具有医疗功效的“抑
菌膏”实为消毒产品。

渝北区检察院检察官沙宁
远告诉记者，接到群众举报后走
访了辖区内多家鼻炎馆，发现号
称特效药的“抑菌膏”每疗程近
2000元。然而，产品的批准文号
却显示，该“抑菌膏”只是消毒产
品，仅有杀菌作用。

“该连锁品牌鼻炎馆违反消
毒管理办法第31条‘消毒产品的
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必
须真实，不得出现或暗示对疾病
的治疗效果’的规定，其行为易
造成误诊、延误病情、引起疾病
传染，损害了患者权益。”沙宁远
说。

更有甚者，还有不法分子打
着专治鼻炎的旗号冒充“老中
医”实施诈骗、牟取暴利。

今年 1月，重庆市万州区法
院公开宣判一起线上销售假冒
鼻炎药电信诈骗案。2018 年底
至 2020 年 6 月期间，7 名主犯利
用网络通信工具，开设 4家公司
组织人员冒充“老中医”销售鼻
炎药，累计诈骗金额 2865 万余
元，受骗人数达1.1万余人，涉及
全国多个省份。

该案审判长、万州区法院法
官宋驰说，此案中售价达数百元
一瓶的“特效药”实为成本 16元
一瓶的普通膏状食品。犯罪分
子首先组织人员搭建中医馆场
景，聘请人员冒充“老中医”拍摄
宣传照片，制作虚假锦旗，并在
一些社交平台大量投放宣传广
告。然后以“老中医”开展线上
一对一诊疗为名，运用事先设置
的诈骗话术模板，向被害人销售

“一人一方”单独配制的“鼻炎
药”。

据该案主犯交代，其公司一
开始做的是减肥、生发项目，后
来发现鼻炎药市场需求大，是一
个新的“风口”，遂转向该领域。

2019 年 10 月，内蒙古鄂尔
多斯市达拉特旗警方抓获一个
销售“祖传鼻炎药”的诈骗团伙，
收缴“祖传鼻炎通”4273包，涉及
全国22个省市。警方调查发现，
犯罪嫌疑人宣称通过蜂蜜、蜂巢
和多种中药加工而成的“祖传鼻
炎通”实际是委托一位调料师
傅，以薄荷配合地塞米松、扑尔
敏加工而成。

多地曾大力查处
为何屡禁不绝？

鼻炎是生活中的常见病、多
发病，是由细菌、病毒、过敏原、
各类理化因子以及某些全身性
疾病引起的鼻腔黏膜炎症。重
庆市中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吴俊
慧说，由于有些类型的鼻炎治疗
周期较长，难以完全根治，一些
患者在正规医院短期治疗效果
不佳，遂选择鼻炎馆或其他就诊
途径治疗。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针对
鼻炎诊疗中的无行医资质、虚假
宣传等问题，多地曾开展查处。
据了解，整治鼻炎馆违规诊疗、
诈骗犯罪等问题涉及卫健、市场
监管、公安等多个部门，存在信
息沟通不畅、缺乏合力等情况。
有些鼻炎馆被查处后改头换面，
躲过风头换地方营业。

宋驰介绍，鼻炎诊疗类型电
信诈骗频发，打击难度大，与受
害群众报警意愿不高、线上交易
金额难以确定、广告精准投放等
有关。“案件多位受害人反映，此
前曾在网上浏览有关鼻炎的内
容，随后便收到推送广告，点开
链接后就上了套。”

专家提醒，鼻炎成因复杂，
不规范的诊疗会加剧病情。应
注重“防”“治”结合，在生活中尽
量远离过敏原，加强身体锻炼，
增强抵抗力；加大鼻健康知识科
普宣传力度，引导患者到正规医
疗机构就诊、选择成熟常用药治
疗。

新华社电 近年来，糖尿病
发病率升高，患者呈现年轻化
的趋势。专家建议，糖尿病防
治关口应该前移，对于已经患
上糖尿病的患者，要科学诊断
糖尿病发生的原因，采取饮食
治疗、运动治疗、药物治疗等综
合疗法。

中南大学衰老与老年疾病
研究所所长、湘雅二医院老年
内分泌科主任刘幼硕教授介
绍，糖尿病患者要规律监测血
糖，在饮食方面做到定时定量、
清淡少盐。老年糖尿病患者要
重视保证均衡营养和安全降
糖，及时发现和处理低血糖。
糖尿病患者要警惕长期饥饿、
热量不足导致机体自身消耗，
出现消瘦、抵抗力减弱的情况
发生，适当增加瘦肉、鱼、牛奶、
蛋清的摄入。

刘幼硕建议，预防糖尿病应
注意“吃动平衡”，在“管住嘴”的
同时“迈开腿”。有氧运动和抗
阻力运动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是不错的选择。对于老年糖尿
病患者而言，可选择比较舒缓的
运动方式，如太极拳、五禽戏、八
段锦、慢跑、骑自行车和游泳等
运动，可加强心血管系统功能，
对血压和血脂的调节亦有一定
的作用。糖尿病患者特别是老
年患者运动应循序渐进，每天运
动时间以 30分钟为宜，不可采
取过度剧烈的运动方式。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老年
病科副教授江凤林建议，冬季
糖尿病患者尤其需要预防心脑
血管疾病的发生，要注意防寒
保暖，运动最好不要选在寒冷
的清晨，避免受寒发生疾病。

人为什人为什么要睡么要睡觉觉？？
科学家科学家给出进一步答案给出进一步答案

人类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
时间在睡觉，包括苍蝇、蠕虫甚
至水母等无脊椎动物也会睡
觉。在整个进化过程中，睡眠对
所有具有神经系统的有机体来
说都是普遍的，也是必不可少
的。然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我们要睡觉？事实上，科学家多
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据近日
发表在《分子细胞》杂志上的一
项新研究，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研
究人员发现，大脑中的 PARP1
蛋白犹如“天线”，可向大脑发出
睡眠和修复DNA损伤的时间信
号，这一发现朝着解开这个谜团
更迈进了一步。

当我们醒着的时候，体内的
稳态睡眠压力会增加，保持清醒
的时间越长，这种压力就越大。
在醒着的几个小时里，紫外线、
神经元活动、辐射、氧化应激等
因素会造成神经元中的DNA持
续损伤。然而，大脑中过度的
DNA 损伤会带来危险，睡眠则
可以“召唤”DNA修复系统。

斑马鱼睡眠时的神经活动

特征与人类相似，是研究睡眠的
对象。通过斑马鱼实验，研究人
员确定，DNA 损伤的累积是引
起睡眠状态的驱动因素。当
DNA 损伤的积累达到最大阈
值，稳态睡眠压力便增加到了触
发睡觉的冲动，于是鱼进入了睡
眠状态。随后的睡眠促进了
DNA修复，从而减少了DNA损
伤。

研究还发现，至少需要睡 6
小时才能减少稳态睡眠压力并
修复DNA损伤。

那么，大脑中是什么机制告
诉我们：该睡觉了？研究发现，
PARP1蛋白是DNA损伤修复系
统的一部分，是最先做出快速反
应的蛋白之一。它可标记细胞
中 DNA 损伤位置，并“招募”所
有相关系统来清除DNA损伤。

通过遗传和药理学操作，
PARP1的过表达和敲低（表达下
调）实验表明，增加PARP1不仅
可促进睡眠，还可增加睡眠依赖
性修复。相反，抑制 PARP1 会
阻断DNA损伤修复的信号。结

果就是，这些鱼没有完全意识到
它们累了，因而不会进入睡眠模
式，造成 DNA 损伤没有得到及
时修复。同样的实验结果也在
小鼠身上得到了验证。

这一新发现描述了如何在
单细胞水平上解释睡眠的“事件

链”。这种机制可解释睡眠障
碍、衰老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如
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
的联系。研究人员相信，未来的
相关研究将能拓展到更多其他
的动物，包括从低级无脊椎动物
到人类。 （新华）

专家给糖尿病患者
开出运动处方

11 月 26 日 10kV 丰洛
142 线 ，至 14201 开 关
（142-14201：菲 林 格 尔）09:
00-17:00。

10kV河西143线，至14301
开关（143-14301：奥力达线缆、
窑岗、富泰工具、博泰工具一带）
09:00-17:00。（地名以供电公司
配网图为准）

体彩七位数
第21179期：7 9 7 4 0 2 1

体彩大乐透
第21135期：04 07 17 29 31+05 06

体彩排列5
第21314期：1 9 4 0 3

福彩双色球
第21134期:01 02 16 19 25 31+08

福彩15选5
第21314期：01 02 05 07 08

福彩3D
第21314期：0 2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