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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明星记者编辑
记者节进社区安“暖心长椅”
先后到晨报、
五一、
兴旺等社区为居民安装24把长椅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
桐）放下钢笔和相机，拿起锤子和扳
手……昨日，本报11位明星记者、编
辑走入社区与读者见面，并在社区安
装24把“暖心长椅”。
昨日，是我国第十九个记者节，
华商晨报社也评选出本报第十一届
明星记者、明星编辑。本报“明星们”
秉承为民生服务的传统，关注社区老
年居民群体，让今年的记者节具有非
凡的意义。

读者投票信
成记者节最暖
“礼物”

明星记者编辑
“加班加点”
度过一个不休息的节日
昨日，华商晨报社第十一届明星
记者、编辑时政新闻部刘桐，民生新
闻部赵威、王丽娜、蔡敏强，编报部王
巍、刘阳以及入围明星记者、编辑时
政新闻部闻英奇、杨晓明，编报部信
洪扬、黄乃彬、江川共11位记者、编
辑，来到沈阳市皇姑区辽河街道的社
区同居民读者一同过节，并且为社区
进行义务志愿服务。
11
对于广大的新闻工作者来说，
月8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个属于
他们自己的节日。2000年，国务院正
式批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确
定将11月8日定为中国记者节。自此，
记者节成为我国行业性职业节日之
一。
本报十一载评选明星记者、编辑
活动一路走来，曾十余次走入社会基
层志愿服务。从敬老院为老服务到社
区志愿服务，从创城志愿者到孤儿院
爱心陪伴，从植树绿化到走入高校宣
讲……本报每届明星记者、编辑都会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来到读者身边，倾
听市民心声，
服务民生。
昨日，本报11位明星记者、编辑
在正常新闻采访和新闻出版工作基
础上，利用上午时间“加班加点”来到
社区，再次度过了一个不休息的节
日。

记者编辑客串安装师傅
安装24把
“暖心长椅”
“这是一件好事儿，我们居民都
举双手赞成”
“老小区老年人多，今后
院里走累了能坐着休息一下”……
昨日上午，沈城上空虽然有些阴
冷，但是在社区内却暖意融融。本报
11位明星记者、编辑先后来到沈阳皇
姑区辽河街道晨报、五一、兴旺等社
区内为社区居民安装
“暖心长椅”
。
平时用笔、电脑、相机为工具的

本报明星记者、
编辑进社区安“爱心座椅”

■本组照片由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王齐波 记者 蔡敏强 摄

经过安装师傅指点，整个安装过程十分顺利
记者编辑，此时拿着电钻，抡起锤子，
转动扳手，干劲十足地为社区安装了
24把
“暖心长椅”。
这些“暖心长椅”为长条形椅子，
使用的是结实耐用的塑木材料，能同
时供三四个成年人坐着休息。
“平时我们 都 是 典 型 的 ‘ 文 科
生’
，
很少干这样的安装工作。虽然我
们干起来比专业的安装师傅慢很多，
但是确实是怀着一颗关爱老年人生
活的爱心来安装这些座椅的。”本
报第十一届明星编辑王巍说，
“我
们 几 个 编 辑 是 今 天 凌 晨才下的班，
为了能够安装好这些座椅，昨天晚上
还特意上网查询了安装的准备工序
和技巧，才睡了三四个小时，早早地
就起床来了。”

明星记者赵威表示：
“ 平时在基
层采访民生新闻的时候就总能发现，
有些老年居民出行或遛弯，走路走累
的时候经常找不到歇脚的地方，尤其
是在老旧小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
我们安装这些暖心长椅，就是能够方
便社区居民有休息的地方。”

居民为暖心之举点赞
帮助“明星”选址、
安装
正当本报明星记者、编辑考虑
“电钻的电线从哪里接电源”的时候，
有热心的社区居民说：
“到我家来，我
给你们连电源！”
“座椅安装到哪里最合适？”
“我

看在庭院内花坛里面最合适，这里平
时人就挺多，
我给你们带路！”
有居民
主动帮忙。
昨 日 ，本 报 明 星 记 者 、编 辑 与
社区居民互动的融洽场景随处
可见。
晨报社区居民孙女士说：
“ 我是
华商晨报忠实的读者，已经连续阅读
晨报十余年了。昨天听说晨报记者和
编辑要到我们社区安装座椅，今早我
特意下楼一直等着，看看能不能帮上
忙。这是一件大好事，这一片都是老
旧小区，老年人茶余饭后爱下楼溜
达，但是这里却缺少可供休息的座
椅，晨报记者编辑这次为我们解决了
生活中一个大难题。”
据了解，沈阳市的居民小区中老
小区占到近半数。近年来，沈阳市加
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小区内基础设
施逐步完善，小区环境也变得“绿静
美安”
，本报同样聚焦民生中的点滴
小事儿，关注社区中最需要帮助的群
体，以期能够为改造后的老旧小区
“锦上添花”。
“这些‘暖心长椅’安装完，我肯
定会定期来看看，时常维护检查，让
晨报这份爱心能够在社区延续下来，
温暖更多的人。”五一社区一退休老
大爷说。
据悉，
“暖心长椅”项目由沈阳市
慈善总会发起，旨在解决老旧小区中
的老人、儿童等居民及相关养老机构
中的老人在户外无处休息问题，针对
的对象十分具体精准。爱心企业辽宁
芒果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为此项目捐
款5万元。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高巍）一封读者邮寄
来的信，成了昨日记者节本报记者编辑收到的最
难忘、
最有温度的一份
“礼物”
。
这封信的主人是一位署名“黄吉祥”的九旬老
人，老人订阅本报已经有十年时间了，来信参与本
报第十一届明星记者编辑投票活动。
“我看到今天
刊登消息，十分高兴，我投票给民生新闻部的蔡敏
强、
王丽娜、
赵威三位记者。”
在信中老人回忆了几年前接受采访时记者给
其留下的印象：
“ 蔡敏强，到过我家中采访、拍照，
他热情、诚恳……王丽娜的报道很好，文章有感
情，令人喜欢……赵威的文章也很好……”信上还
附了一张感谢卡。
几年前的一次普通采访却给老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对记者工作的肯定与关怀，无疑是对本报几
位记者最大的褒奖。
“刚进办公室看到这封信时，我起初没当回
事。”本报记者王丽娜昨日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
看到读者来信的感受，
“ 后来拆开时发现老人是
特意来投票的。我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采访过
老人了，但是老人家却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感
谢老人家的支持，谢谢您在这个时候送给我的
温暖。”
本报记者蔡敏强也表示：
“一位可爱可敬的老
人家。在记者的职业生涯中，
很多采访对象会被我
们淡忘，
他们却清晰地记得。这封信，在今天，
或许
是最好的礼物。”

黄吉祥老人的来信

■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 摄

男子偏头疼直撞墙 竟是心脏闹的

总站路南京街口施工
5公交线路临时调整

先兆型偏头痛患者中，卵圆孔未闭的发生率为57%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闻英奇）记者昨
日从沈阳市交通局了解到，由于地铁4号线施工需
要，总站路南京街口将于11月9日22时封闭施工，
预计工期3年6个月。届时该路口将封闭，
公交车辆
无法正常通行。为保证市民出行，
涉及公交线路临
时调整，
施工结束后立即返回原线路运行。
288路 由南京北街经哈尔滨路至绥化东街
回原线，
临时取消总站路阜新二街站。
264路 沈阳北站至长客西站公交枢纽 方
向，由青年大街经哈尔滨路至南京北街回原线，临
时取消总站路阜新二街站，临时增设哈尔滨路青
年北大街站；长客西站公交枢纽至沈阳北站方向
不变。
262路 沈阳北站至砂南路砂平街方向，由哈
尔滨路直行至南京北街回原线，临时取消总站
路阜新二街站；砂南路砂平街至沈阳北站方向
不变。
328路 新城子火车站至马路湾方向，
由哈尔
滨路直行至南京北街回原线，临时取消总站路阜
新二街站；
马路湾至新城子火车站方向不变。
399路 虎石台至沈阳站方向，由哈尔滨路
直行至南京北街回原线，临时取消总站路阜新二
街站；
沈阳站至虎石台方向不变。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
娜）沈阳市民张先生得偏头疼一年半
了，反反复复折磨他，最疼的时候直
撞墙，只好吃止疼片止疼。
张先生之前有过冠心病史，去医
院复查心脏时查出头疼竟是因为心
脏病。辽宁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一科
医生崔春生提醒，如果市民在生活中
经常出现偏头痛，要及时到医院检
75%~83%的
查，做了介入封堵术后，
患者偏头痛症状完全消失。

男子偏头疼一年半
吃止疼片不好使
沈阳市民张先生今年54岁，最近

一年半，他因为频繁头疼去过三家医
院检查。
因为检查结 果 没 有 任 何 异 常 ，
张先生只能每次头疼时靠止疼片缓
解。
因为偏头疼频繁发作，张先生最
近吃止疼片有点不好使了。
想起自己两年前曾经做过心脏
手术，下了支架，张先生最近准备到
医院复查。
上周，因为张先生有冠心病史，
想来复查一下心脏，便来到辽宁省人
民医院检查。
辽宁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一科
医生崔春生，接诊了张先生，为他进
行了相关检查。
检查发现，张先生属于典型的心

脏卵圆孔未闭合引起血液分流障碍， 未闭有关。
导致的偏头疼。
一项分析表明，先兆型偏头痛患
者中卵 圆 孔 未 闭 的 发 生 率 为 57%。
进行介入 封 堵 术 后 75%~83%的 患
进行介入封堵治疗
91%症状显
者偏头痛症状完全消失，
头不疼了
著缓解。
“手术是在心脏里面做的，检查
张先生说，困扰他一年多的偏头 就是往患者的体内植入气泡，如果气
疼医生终于帮他找到了原因。
泡最终在肺部的一侧消失，就说明没
很快，
医生为他进行了介入封堵治 有问题。”
医生表示，张先生的检查结
疗，
张先生再也不用靠止疼片度日了。
果是两侧肺部都有气泡，就说明卵圆
崔春生医生介绍，近年来随着卵 孔未闭。
圆孔未闭研究的不断深入，医生们已
医生提醒市民，日常生活中如
经逐渐认识到偏头痛、不明原因脑卒 果经常出现偏头痛的情况，排除了
中、
斜卧呼吸-直立性低氧血症、睡眠 脑病，也要关注心脏。及时到医院检
呼吸暂停综合征、冠脉正常的心肌梗 查，否则一旦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危
死及神经减压病等都可能与卵圆孔 及生命。

网售手机无入网许可 卖家3倍赔偿
法院认为涉案手表手机存在误导消费者行为构成欺诈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汤洋） 法院，要求退还货款888元；3倍赔偿
沈阳男子石某网购手表手机后，认为 金2664元。
该商品没有3C认证及手机入网许可
证，起诉卖家要求退货并三倍索赔。
卖家称有入网许可证
卖家称，所售产品已经取得3C认
买家不是普通消费者
证及入网许可证，且石某并非普通消
费者。
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夸腾公司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
辩称，其所售商品并非石某所称“三
支持了石某的诉讼请求。
无”、
无入网许可证产品。
其提供的商品的包装上贴有生
网购手表手机无入网许可
产企业的详细信息及入网许可证号
起诉卖家退货并三倍索赔
码，所售产品取得了3C认证及入网许
可证，此事实已经得到此前法院生效
2015年12月19日，沈阳男子石 判决确认。
某通过一家网上交易平台在杭州夸
石某通过电话查询结果，不具有
腾贸易有限公司的“夸腾贸易数码专 法律效力。
ns
ecas
e
营店”购买了一部橙色的“vi
石某不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所称的消费者，根据查询，大量的法
手表手机”
，
金额为888元。
石某收到货物后发现该商品没 律生效判决证明石某不是普通的消
费者，而以消费为名实为赢利的群
有3C认证及手机入网许可证。
2017年，石某将夸腾公司起诉到 体，购买商品后不是用于生活消费，

卖家退货并赔偿

而是利用商品与经营者讨价还价要
求大额赔偿。石某的行为违反了合同
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应该受消法的
保护。

法院认定卖家构成欺诈
被判退货并三倍赔偿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石某通过网
络平台与夸腾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
关系，夸腾公司应向石某提供合格的
产品，不得作虚假宣传，但夸腾公司
销售给石某的手表手机没有任何进
网许可标志，不符合国家对电信设备
必须粘贴进网许可的要求，其误导消
费者的行为，已构成欺诈，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夸腾公司应
对石某购买的手表手机予以退货，返
还货款，并按照价款的3倍予以赔偿
损失。
法院一审判杭州夸腾贸易有限

公司给石某退货，并赔付石某损失
2664元（888元×3
）。
宣判后，夸腾公司不服，提出上
诉。
二审法院认为，石某提供的所购
手表手机系统记录的产品型号为
X01，而夸腾公司提供的商品标签所
载明的产品型号为L020。
L020型号手表手机获得入网许
可和认证，并不等同于案涉X01型号
手表手机获得了入网许可和强制认
证 ， 夸 腾 公 司 主 张 X01型 号
vi
ns
ec
as
e手表手机系深圳市龙域通
讯科技有限公司入网产品L020型号
手表手机的ODM机型，已通过入网
许可和3C检测，
不符合电信设备进网
许可要求，属于不具有入网许可证禁
止销售产品。
夸腾公司销售案涉手表手机存
在误导消费者行为，构成欺诈。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二审结果，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沈警方破获系列盗窃
轻轨空调外挂机案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近日，沈阳
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破获系列盗窃空调外挂机案
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
12日，
今年8月8日、
浑南分局全运村、
浑南新城
两个派出所先后接到报警，称辖区轻轨电车沿线变
电所多处空调外挂机被盗。经过对案发周边地区进
行大量摸排走访和调取视频监控录像，民警发现犯
罪嫌疑人，
在案发地点实施盗窃后，
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将空调防护外罩进行复原，
企图掩饰犯罪现场。
民警发现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形迹可疑，
有重大作案嫌疑。8月24日17时许，警方在浑南区
25
白塔街道一出租平房内，
将犯罪嫌疑人孙某（男，
岁）抓获。据孙某交代，
其无意间发现轻轨沿线上空
调外挂机价格不菲，心生盗窃换钱的想法，便利用
螺丝刀等作案工具，
深夜盗窃后销赃牟利。
孙某落网后，警方又根据掌握的线索，将收赃
45岁）抓捕归案。
人李某（男，
目前，涉嫌盗窃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
罪嫌疑人孙某、李某已被沈阳浑南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