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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观察 用热爱城市的心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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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27楼坠下 砸中楼下轿车
一名男子当时也探出窗外又被拖回楼内

警方已介入
身亡。女子身上没有身份证件，也没有能
够联系到亲友的信息。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昨
日下午，部分沈阳人的朋友圈中出现了多
段一男一女骑坐在和平区某酒店公寓窗
台上坠楼视频。
视频中，一名女子坠楼后砸坏一辆停
在路上的轿车，男子将脚伸出窗外后被人
拉进屋内。
目前，警方正调查涉事女子坠楼原
因，被砸车辆的车主正在联系保险公司咨
询相关事宜。

视频：
男子脚探出窗外
被人拖回楼内

女子27楼坠亡
随身没有身份证件
7月11日13
时许，
记者在网络上看到了
多段沈阳市和平区某酒店公寓的视频。视频
中有男子说：
“快看！他俩是不要跳楼？”
画面显示：一男一女出现在高层的窗
台上，之后女子坠楼，并砸到了楼下停着
的一辆红色轿车上。
记者赶到现场时，附近目击者表示，
曾经看见一对男女骑坐在酒店公寓27楼
窗口处。
“他俩似乎在说话，然后女的就掉下
来了！”目击者介绍，
女子砸到了停着的轿

女子坠楼后，将地面一辆轿车砸坏
车后排座位上，腿部探出，地面上还落着
一只鞋。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轿车后半部分严
重变形，
后风挡玻璃破碎。
“她刚掉下来的时候，身体还在动。”
一位知情者称，
当时有人拨打120电话。消

■网络截图
防官兵也赶到现场，使用扩张器打开车体
空间，并将女子抬上急救车。急救人员对
女子进行抢救，随后转送到附近医院。
参与抢救的医生表示，女子约30岁左
右，送医后已没有心跳和呼吸，头部、内
脏、脊椎、骨盆伤势相当严重，经抢救无效

根据视频显示，女子坠楼后，一名男
子也将脚伸出窗外，随即有人在楼内及时
抓住他的身体，将其拖回到楼内。
“男的很快被警察从楼上带下来了，
但是不知道事发原因。”楼内保安表示，事
发时他们正在换班吃午饭，所以不清楚具
体情况。据知情者称，
事发地是公寓楼，以
出租户为主，公寓一共28层，女子是从27
层走廊窗户坠下的。
记者乘坐电梯上楼后，在窗口处看到
有少量血迹，有多名民警在勘察现场及调
查相关情况。在楼内收拾卫生的一位保洁
员表示，
在事发前没有看见过这两个人。
现场，被砸的红色轿车的车主告诉交
警，这车是一年前购入的，没想到会遇到
这种情况。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女子坠楼原因，
轿车车主也跟随警方一起到公安部门处
理后续事宜。

爱吃烤串配啤酒 小伙便血险晕倒
夏季痔疮患者增多 提醒：
不要上厕所玩手机，
也勿用
“贴膏药拔痔疮”
等土办法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夏
天烤串、烤肉，冬天火锅麻辣烫配啤酒。近
日，沈阳24岁的小波（化名）在家上厕所时
突然大出血，差点晕倒，被紧急送到医院
急诊室。
沈阳市肛肠医院无痛病房主任袁和
学表示，每到夏天痔疮患者都会增多，临
床上最多见的就是患者自己用“贴膏药
拔痔疮”等土办法治疗，结果耽误了病
情。
小波刚参加工作一年多，因为工作需
经常下班和朋友、客户一起吃饭，喜欢喝
酒吃烤串、麻辣烫、火锅等，也时常出现腹
痛症状。
最近几个月，小波发现自己排便伴有
暗红色的血，而且肚子疼得厉害。
“我合计是辣椒吃多了，辣椒也一起
排出来了，没当回事。”
可不久前小波半夜
上厕所，发现坐便内有大量血迹，自己也

医生与患者交流病情变化
■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 摄

差点晕倒在洗手间，赶紧连夜到医院挂了
急诊。
经过检查，小波得知自己患上了痔
疮，而且需要手术治疗。
主治大夫袁和学主任说，小波非常喜
欢吃烧烤、火锅、麻辣烫之类的食物，正是
这些导致他患上了痔疮。
袁和学说，痔疮患者前些年以30岁以
上的人群为主，但是在近年住院的患者
中，年纪在20岁~30岁的患者很常见，甚
至有小孩。
这类患者普遍饮食习惯不好，喜欢吃
辛辣刺激、
高脂肪高蛋白食物。
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夏天喝啤酒吃
烤串的人增多，也会导致患者出现增多趋
势。
俗话说十人九痔，其实痔疮很普遍。
轻微的痔疮不会影响生活工作，严重的痔
疮却能致命。

那么，
怎样有效防治痔疮呢？
!"首先，要避免久坐、久站、久蹲，提
重物时要当心，避免腹压增加。
#" 日常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良好
习惯。
$"改正如厕时一边玩手机、一边看书
的习惯。
%"便后清洁干净，最好用清水清洗。
&" 最好晨起一杯蜂蜜水，每天保证
#&'(毫升左右饮水量。
)"饮食方面应粗细搭配、清淡，多吃
水果蔬菜、粗纤维食物，多喝水、少饮浓
茶、咖啡，不抽烟喝酒，忌辛辣、刺激性的
食物。
*+出现便血、出血的症状，要引起注
意，
可能是痔疮。
,"如果是大便形状的改变，如由粗变
细，或者表现为长期便血，可能是痔疮也
可能是直肠癌的症状。

熬夜看世界杯血压高，被家人亮出
“红牌”
——
—

球迷无奈：
能不能看球医生说了算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俄
罗斯世界杯比赛正在进行着，近日沈阳的
张先生却因为家人发现他血压高被禁止
看球赛。
半夜偷偷摸摸打开电视偷着看球，家
人发现后担心他血压再度“飙升”送他到
医院检查，发现病情其实是和右侧的肾上
—嗜铬细胞瘤有关。
腺肿物——
医生提醒，有些患者突然发现血压
高，不见得真的患上高血压，还是要注意
及时到医院确诊，
以免耽误病情。

男子要看世界杯
家人发现血压高不让看
沈阳的张先生今年40多岁，是一位真
正的球迷。

6月中旬开始，俄罗斯世界杯比赛开
始了，他在一次测量血压的过程中，被家
里人发现血压过高。
担心张先生看球时情绪激动出现意
外，家里人禁止他看球赛，但是仍未阻挡
张先生看球的愿望。
夜深人静时，家里人都睡下之后，张
先生一个人偷偷打开电视机，最终被家人
发现，但张先生认为，自己看比赛不会影
响身体健康。
“你们不让我看我就不能看啊，我得
问问医生，我为啥得了高血压，能不能看
球也得医生说了算。”张先生和家里人商
量之后，一起来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泌尿外科门诊。
泌尿外科副教授刘涛医生检查后告
诉张先生，他的高血压和普通人不一样，

刘涛解释说，相当多的病人以为自己
的高血压是原发性的，没有做系统检查就
手术切除细胞瘤
自己吃药控制。其实，有5%的高血压病人
属于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是指继
血压当即恢复正常
发于其他疾病或原因的高血压，简而言之
“赶紧帮我把血压降下来吧，不然看 就是能找到病因的高血压，经过治疗后血
不了世界杯啊！”
张先生表示，
对于一个球 压自然可以恢复正常。
迷来说，不让看世界杯是很痛苦的，希望
医生提醒，市民如果在体检中发现
医生能帮帮忙。
自己血压偏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查明
医生为其做了全面检查，结果发现， 原因后通过正规方式治疗，切不可盲目
患 者 所 患 高 血 压 病 和 右 侧 的 肾 上 腺 肿 服用降压药，严重的话可能随时出现生
物——
—嗜铬细胞瘤高度相关。
命危险。
医生带领团队为张先生实施了超高
“滥用降压药可能导致血压突然出现
清3D腹腔镜手术，实施了右侧肿瘤及肾 问题，后果可大可小，无论年纪大小，都要
上腺的完整切除。
确诊后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刘涛表示，血
术后，张先生血压当即恢复了正常， 压偏高情绪激动时确实可能出现意外，不
也不用再吃降压药了。
建议高血压患者受到刺激。
是由肾上腺肿瘤引起的。

沈河夜间行动整治背街小巷
“五乱”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
本周（7月9日零时）开始，沈河区正式启
动“零点行动”和“掐尖行动”，彻底整治
影响城市形象的顽疾。利用人流和车辆
稀少的夜间开展行动，集中整治背街小
巷的乱堆、乱放、乱拉、乱挂、乱贴等“五
乱”现象。
尽管已是7月11日的午夜，但在沈河
区的大街小巷，仍有城管执法人员巡查，
规范门前“三包”责任的落实、整治街路环
境、清理沿街店铺外的杂物。
“长900多米的泉园一路，沿街有200

多家商户，走几步就有一家饭店。”万莲
在新北站街道的团结路上，有一个废
街道主任陈青对记者说，这样一条街路， 品收购点。执法人员发现，白天业主很配
以往的整治中，白天他们没少费力气。可
合，关门歇业。可到了半夜，货车、秤和废
等下班后，露天烧烤、沿街摆桌、店外经
品全都摆到了街路上，玩起了“躲猫猫”
。
营的现象特别严重。“现在好了，我们白
在10日凌晨的夜巡中，
执法人员发现了这
天走街串巷进行广泛地发动宣传，到了
个问题，随即对业户进行训诫并没收了经
晚上再进行巡查和督促，露天烧烤现象
营工具。“遇到这样的疑难问题，
‘零点行
已彻底杜绝，沿街摆卖的商户思想上也
动’显得特别有必要，它让违规者看到了
有了很大改变。”
“大家感觉，晚上九十点
我们整治环境的决心和恒心。”街道党工
钟甚至午夜凌晨时分还在工作岗位，是
委书记曹胜军表示，
“零点行动”对于巩固
挺辛苦，可看看整洁的街路，特别有成就 “创卫”成果，坚定工作信心及接下来的长
感。”
效管理，
具有重要作用。

据悉，沈河区此次启动的“零点行
动”
，顾名思义，就是利用人流和车辆稀少
的夜间开展行动，集中整治背街小巷的乱
堆、
乱放、乱拉、乱挂、乱贴等“五乱”现象。
而为全面深入推进创卫工作，对屡教不改
的商户，则开展“掐尖行动”，施加震慑压
力，
形成以点带面的整治效果。
确保全区街路“横到边，竖到底”
，都
能够干净整洁有序。目前，沈河区15个街
道结合各自实际，以长效化、常态化为最
终目的，克服困难、积极谋划，使街路环境
整治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每个新建的我省补助20万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昨日，记者从省人
社厅获悉，今年继续开展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申
报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站项目建设工作。每个新建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给予一次性补助资金20万元。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单位在具备相关规定
条件基础上，主要从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单位中选
拔推荐，一是在一线工作的历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
中，仍未被确定建设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高技能人
才，优先纳入大师工作室项目建设范围，二是继续选择
某行业（领域）技能拔尖、技艺精湛并具有创新创造能力
和社会影响力、在带徒传技方面经验丰富、能够承担技
能大师工作室日常工作的高技能人才，支持其纳入大师
工作室项目建设范围。
今年全省将新建一批省级技能大师工作站，同时对
“十二五”期间评估合格、运转良好、成果显著的示范类
技能大师工作站继续给予政策资金支持。新建工作站设
立条件、进站注册人员选聘、政策资金支持等要求，继续
按省级技能大师工作站项目建设有关规定执行。

我省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
共录取考生4491人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我省艺术类本
科提前批次共录取考生4491人。艺术类本科批第一阶段
（美术类）即将开始。
昨日，省招考办介绍2018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本科提
前批次录取工作情况，2018年辽宁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
类本科提前批次已于7月10日22时全部结束，艺术类本
科提前批次共录取考生4491人。考生可通过“辽宁招生
考试之窗”和微信公众号“辽宁省教育招生考试”免费查
询录取结果。
根据我省录取工作时间安排，艺术类本科批第一阶
段（美术类）即将开始。

智慧医保APP
新增
“人脸识别”
认证方式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昨日，记者从沈阳
市医保局获悉，智慧医保APP用户注册及认证方式新增
了“人脸识别”认证方式，
“ 刷脸”即可完成实名认证；同
时，也可以选择任意一张本人带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完
成金融实名认证。即日起可使用。

沈阳计划在“大钻石”
举办芭蕾舞节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坐在艺术“大
钻石”的盛京大剧院内观赏芭蕾舞，置身于浑河岸闻
着花草芳香听着交响乐、孩子们在课堂上联系高雅的
艺术……
沈阳市正在申报联合国“音乐之都”，这也就是不远
的将来沈阳市民艺术生活的常态。
昨日，记者在沈阳市举行的浑河岸交响音乐研讨会
上获悉，本届的浑河岸交响音乐节有8支交响乐团带来
了百余首交响乐曲目，1000余名演职人员参与演出，3万
人次现场观看了音乐节演出，350万人通过网络直播观
看，这些数据都创下了音乐节举办以来之最。
据了解，沈阳市已经开始计划明年第五届浑河岸
交响音乐节的举办情况，将会邀请国际顶级的交响乐
团为市民奉献精彩的交响音乐会，参演规模也将再创
新高。
同时，未来沈阳市在发展高雅艺术上还有很多新规
划，国内半数的芭蕾舞人才都来自于辽沈地区，明年计
划“大钻石”盛京大剧院举办芭蕾舞节。同时，在中小学
校开展高雅艺术培训，扶持更多的艺术特色学校。近期
还在筹备申报联合国的“音乐之都”。

女儿国外出车祸父母焦急
民警开绿色通道帮办护照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在国外出差的女
儿突然遭遇车祸，身在沈阳的父母焦急万分，想出国探
望女儿，但却没有护照。出入境窗口民警了解到此情况
后，开通绿色通道，
加急办理好了市民所需证件。
近日，沈阳市民陈先生（化姓）和妻子赶到沈阳市公
安局于洪分局出入境服务窗口，想要办理护照。两人神
情举动非常焦急，反复询问护照办理需要多长时间。窗
口服务民警吴艳辉心细地询问得知，他们的女儿在国外
出差工作时意外遭遇车祸受伤，现正在当地医院紧急治
疗中。陈先生和妻子听闻这个情况心焦不已，想立刻去
看望照顾女儿，
但又没办理过护照。
听闻讲述，民警立即请示，特事特办，为二人加急办
理所需证件。

沈阳市总工会原副主席
邵敬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据沈阳市纪委
监委消息：沈阳市总工会原副主席邵敬联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荣誉铸就的时代英雄风采

入伍16年参加救援2900余起
次。2014-2016年连续三年被公安部消防
局评为
“优秀基层指挥员”
；2017年被公安
部评为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称号。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时
要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
入伍16年，参加救援战斗2900余起，为
370余人带去生命的希望。
他就是刘亮，汉族，2002年12月从我
省法库县入伍，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长
春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一中队政治
指导员、党支部书记。
入伍16年来，先后参加赴四川抗震救
灾等灭火救援战斗2900余起，抢救被困遇
险群众370余人，抢救财产价值数千万。他
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二次、二等功三次、
三等功五次。被吉林省政府记一等功一

刘亮说：
“刻苦训练就是为了打赢，战
士就要上战场。消防部队是一个养兵千日、
用兵千日的特殊部队，每时每刻在保卫着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也在一次次
灭火救援战斗中淬火加钢，
不断成长。”
2008年5月14日10点30分左右，刘亮
和战友们在四川绵阳南郊机场接到了第
一个救援任务，就是大地震造成了九黄山
猿王洞风景区的大面积山体滑坡，有几名
游客及群众被山石埋压，生死不明。
想到生死不明的遇险群众，刘亮深深

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军人的使命和责任，恨
不得一下子就飞到救援现场。
刘亮说：
“ 经过一天半紧张的战斗，6
名罹难者的尸体全部被发现。当尸体运到
山下交给家属时，家属跪在地上向我们致
谢，此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当祖国和人民
需要时，哪怕是牺牲自己，也应该无所畏
惧、义无反顾地地冲上去，这不仅仅是消
90后青年
防战士的责任，也是我们80后、
一代对社会的担当。”
战斗结束后，
刘亮被
荣记一等功，被保送到昆明消防指挥学校
深造。学业结束后，
成为一名消防警官，
被
分配到南湖大路中队担任副中队长。

以绝对优势摘得了
全省综合成绩第一名的桂冠
“我认为说得再好，不如做出样子。无

论是训练场上，还是灭火救援战斗中，一
想想，身后30多双眼睛在注视着你，在看
你的行动，在等待着你的号令，我的心里
就充满了前行的力量。”刘亮说。
在今年5月份吉林省公安消防部队组
织的基层指挥员大比武中，在全部500多
名中队干部的同台较量中，刘亮夺取了6
项比赛科目中的4项第一名、1项第二名、
1项第三名，以绝对优势取得了全省综合
成绩第一名的桂冠。
回到中队后，战士们为刘亮举行了欢
迎凯旋仪式，像迎接英雄一样簇拥着刘
亮，把他抛向天空。
刘亮知道，
“ 这就是战士们表达认同
你的方式，这一刻就是对你的信服、就是
对你的尊重。”他也更加明白了，
怎样才能
做好一个干部，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基层带
兵人。

皇姑区为中小学师生
开出特殊“假期作业单”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闻英奇）暑假将至，近
日沈阳市皇姑区各中小学的全体师生收到了一份特殊
的“暑假作业”
，在这个假期里，皇姑区教育系统开展“师
生暑假社区行”活动，组织全区各校师生充分利用假期
时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参与“三城联创”，
用生动的社会实践为城市发展建设助力。
活动从七月中旬开始到八月末，分为“师生志愿”
“家庭志愿”和
“班级志愿”三个阶段。7月15日至20日开
展“师生志愿”活动，利用放假前对师生进行一次志愿服
务精神和活动安全宣讲，组织师生与社区对接，开展一
次大型志愿服务活动；7月21日至8月21日开展“家庭志
愿”活动，以学生为主体，暑假期间在所居住社区进行
2-3次的家庭志愿服务活动，以家庭为单位开展一次楼
道“革命”
，主动清理和维护家门口和楼道内公共环境卫
生，以实际行动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家庭爱护、保护、维
护我们身边的生活环境，树立良好的家风，完成一次不
同寻常的假期作业；8月21日至9月1日开展“班级志愿”
活动，利用假期返校等契机，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师生再
次走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