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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20日下午，南
通汽运集团如东分公司851
车队驾驶员王红如执行从启
东发车返回如东的班车任
务，下午2时20分左右，大
巴行驶至S222线营房桥附
近，王红如远远看到马路上
躺着个人一动不动，地上还
有不少血迹。因为路上车流
量较大，很容易造成二次伤
害，情急之下，王红如赶紧停
车救人。

王红如下车后发现，倒
在地上的女孩看上去十六七
岁，头部有不少鲜血，意识已
经不太清楚，无法说出自己
的相关信息。王红如赶紧和
另一位乘客把压在女孩腿上
的电瓶车挪开，并拨打110
和 120。因为女孩伤情较

重，王红如一直守在现场，并
请求路人帮忙联系女孩家
属。10分钟左右，女孩的家
人还有救护车相继到场，王红
如这才回到车上继续开车。

救助女孩后，王红如心
里一直牵挂着女孩的伤情，
经多方打听，才得知女孩由
于伤情较重已经转入南通的
医院救治。“幸好当时自己下
了车，管了这档事，不然后果
真是不堪设想。”王红如如是
说。据悉，王红如在驾驶岗
位已近20年，这些年他管过
不少“闲事”，救助过不少需
要帮助的路人。王红如告诉
记者，他始终坚信，生活中还
是好人多，社会需要正能量。

通讯员姚陈 王洪
记者严春花

晚报讯 22日，随着被执
行人何某的亲属把占用土地的
大棚自行拆除，何某所涉的一
起执行案件顺利执结。就在4
天前，这起案件刚刚完成调查
工作。如此效率，除了拘留的
高压威慑，也离不开高科技移
动办案设备的“如虎添翼”。

该案是一起土地租赁合同
纠纷案件，法院判决被执行人
何某返还曹某25.79亩的租赁
土地，并支付相应租金损失。
何某未及时履行，曹某遂申请
强制执行。

18日，通州法院执行干警
来到案涉土地所在的东社镇某

村。到达现场后，执行法官一
改之前先拍照后通过外网传到
电脑、再打印附卷的传统办案
模式，在移动执行终端上现场
查阅电子卷宗、拍照固定证据，
并通过移动执行APP将现场
照片直接传输到系统中。

在固定证据、充分了解案情
后，承办法官借用附近居民的房
屋，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执行谈
话。短短两三分钟的时间，移动
执行终端通过蓝牙连接键盘与
打印机，现场对被执行人进行法
律释明，敦促其履行并记录在
案。谈话结束后，法官现场打印
谈话笔录，双方当事人签字确

认，并将谈话笔录电子版直接上
传至案件办理系统。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通州法
院对何某采取了司法拘留的强
制措施。拘留期间，何某亲属把
占用土地的大棚自行拆除。

移动执行、无纸化办公、大
数据应用……随着江苏省法院

“854”模式迭代升级的不断推
进，通州法院将高科技办案融
入执行一线，不仅让承办法官
从厚厚的卷宗中解脱出来，更
大大加快了办案速度、节约了
诉讼资源，为推动执行插上了
便捷的“翅膀”。
通讯员唐志强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几天前，一个15
个月的男宝，在玩玩具时，将一
枚纽扣电池拆下，并吃到了肚
子里，也相当于吃下了一颗随
时可能“引爆”伤害孩子身体的

“炸弹”。幸亏市妇幼保健院儿
外科的医护人员及时施救，通
过72小时的努力，终于在无须
手术的前提下安全“拆除”了这
颗“炸弹”。目前，孩子身体恢
复良好。

男宝吃下电池后，家长急
忙带着孩子到南通市妇幼保健
院儿外科就诊。经X线检查
发现，这枚纽扣电池正“安安静
静”地待在孩子的右下腹。接
诊的儿外科专家张友波介绍，
正常情况下，这么小体积的异
物完全可以自行排出，家长只
需在家中耐心等待即可，无须
特殊处理。但异物如果是电池
就不同了，纽扣电池是最危险
的消化道异物之一，和其他异
物不同，电池被吞入后，消化道
中的液体作为电解质会与电池
发生反应，引起电池放电或其
内电解液泄漏，灼伤、腐蚀消化
道，引起消化道糜烂、出血、感

染，甚至穿孔，严重者可危及孩
子生命。也就是说，肠子里的
这枚纽扣电池，就如同深藏在
孩子肚子里的一颗“炸弹”，随
时可能“引爆”伤害孩子的身
体。

事实上，近年来，全国各地
孩子误食纽扣电池这种事情时
有发生，有些就诊晚的，甚至已
经造成严重后果，导致性命不
保。“这个孩子就诊时已经吃下
电池超过24小时了，因此必须
想办法尽快让电池排出。如果
电池在食道或胃里，可以通过
胃镜取出。但现在电池已经进
入小肠，胃镜就望尘莫及了。
只有通过促进孩子排便，让电
池尽快排出。否则，只能通过
手术取出电池。”张友波说。

时间就是生命！一场特殊
的“排雷行动”即刻开始。医护
人员们用上了各种“招数”：让
孩子多食蔬菜多饮水、勤做运
动，乳果糖口服、开塞露灌肠，
轮番上阵。因为只有促进肠子
蠕动，借粪水冲刷才有可能让
电池尽快排出。

然而，第二天复查，这枚小

小的电池仍然驻足在那里。于
是，医护人员又对患儿加大乳
果糖的剂量，增加开塞露灌肠
的频率。按照治疗计划，如果
第三天电池仍然不能排出，先
请消化内科行结肠镜检查，如
果电池停留在回肠末端，看能
否通过结肠镜越过回盲瓣取
出。张友波介绍，仅15个月大
的幼儿，纤细的肠管、薄弱的肠
壁，结肠镜操作难度巨大，且有
肠道穿孔的风险。而实在不
行，就只能通过腹腔镜手术取
出了，但这毕竟是手术，需要开
肠破肚，这作为万不得已下最
后的选择。

第三天上午复查，电池向
前挪动了一些，位置略有下
移。医护人员商讨决定继续前
面的治疗，同时做好肠镜及手
术前的准备。临近中午，在准
备手术前的最后一刻，孩子再
次排便，“拉”出了好消息，电池
终于排出来了。从吃进到排
出，整整72小时。至此，“排雷
行动”结束，危险警报解除，一
场虚惊最终以皆大欢喜收场。

通讯员章佑博 记者冯启榕

世茂公元 89m2 毛坯 小三房 楼层好 南北通透 能达公园旁 142万
碧桂园（能达）93.07m2 精装 满二 拎包入住 三房朝南 155万
绿地新里城 90m2 精装 好楼层不靠高架 总价低 145万
雅居乐 100m2 毛坯 中上层无遮挡 167万
世茂公元 67m2 现代精装修刚需两房 楼层好 满二 能达公园旁 126万
华润橡树湾 85m2 精装修 全套红木家具 两房 楼层好 满二 168.8万
橡树湾 141m2 毛坯 次顶楼 视野开阔 225万
华润橡树湾 85m2 毛坯中层采光好 开发区居委会旁 150万

碧桂园 首排 123m2 含一个产权车位 开发商精装修未住过 200万
橡树湾 中层 87m2 满两年 毛坯方便装修 150万
林肯公园 92m2 开发商精装 中层 160万
万科翡翠公园115m2中上层 开发商精装 180万全款
林肯公园 114m2 中层精装 190万
时光漫城 92m2 精装中上层 楼王位置 158万
世茂新界 毛坯 121m2中上层 采光很好 181万
橡树湾 毛坯 满二 中间层 采光特别棒 149.9万

顺和房产 开发区橡树湾55幢104室
13485115123 买房卖房 顺和帮忙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18912270383 13057019586家乐中介
锦安花园 4/6 2/2 89m2+12m2（车库）精装潢 165万
金石大酒店 2X/电 1/1 68m2 高档精装 拎包入住 68万
虹桥南村 5/6 2/1 54.07m2 装潢 79.8万
公园南苑 6/电 2/1 98m2+16m2（车库） 155万
万科白鹭湾（洋楼）5/6/电 3/阳光厅 115m2+车位 精装 168万
滨江丽景 3/9/电 3/阳光厅 136m2+15m2（车库）高档装潢 268万
城市之光 14/18 4/2/2 142m2 装潢 338万（净）
青青家园连体别墅 1-3层+地下室 350m2毛坯未住人 535万

久和中介
城港新村 4/6 63.5m2 2-1 简装 套型好 86万
外滩花苑 7/电 90m2 2-1 精装 有车库 179.8万
跃龙路93号 6楼楼中楼 80/116m2 精装 车库25m2 280万
时代都会 高层/电 150m2 4-2 精装 含车位 468万
郭里园新村 6/6 67m2 2.5-1 中装 122万
景华城 7/电 98.3m2 2-2 精装 车库6m2 216.8万
濠西园 4/6 75.25m2 2-1 中装 车库10m2 132.8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051270211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有土地 厂房 出售 专做厂房商铺 办公楼 住宅买卖 代过户 免费登记 面议
恒基花苑 4/6 三室二厅 138.5m2 实际150m2南车库37m2豪装中央空调地暖 350万
严家巷店面 1-2/2 108m2附院急诊旁边 朝西 位置好 328万
虹桥新西村 3/6 二室一厅 车库8m2 中装 129万
光明南村 6/6 三室阳光厅 127m2 中装 车库10m2双学区 空学位 300万
金辉花园 2/11 商业用房 520m2毛坯 阳光充足 停车位多 宜办公 会所等 租10万/年
虹桥新苑 2/6 两室一厅 86m2 车库21m2中装 设施齐全 车库可以开店 175万
濠滨花园 9/11 三室二厅 126.7m2 车库8m2汽车位1个 豪装 325万

银河中介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帝奥世伦名郡中高层 3室2厅2卫 141m2 精装 262万
皇家花园 23/33层 4室2厅2卫 143m2毛坯含车库 270万
北园新村 3/6层3室南 117m2 精装南车库21.4m2 288万
城港新村 66层2室1厅 65m2 精装【未住人】急卖 96万
新桥新村 2/6层2室1厅 69m2 精装南车库19.5m2 132万
盛唐公寓 15/17层3室 129m2 纯毛坯车库14m2 195万
春江阅 X/电4室2厅2卫143m2 品牌精装【阳光厅】 336万
文峰新村 2/6层 2室1厅74m2 中档装潢双学区空学位256.8万

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城中三中二附叁学区房：和兴花园5／6楼建130m2+40m2朝阳大车库中装 338万
国城璟府9/18楼 建130m2 毛坯 295万费用各付
紫东南苑12/18 建137m2+车库毛坯 户型很好 280万
星光域高层建133m2毛坯 265万
华强城20/电梯 建129m2 精装 230万净
世濠花园12/18楼 建126m2 车库14m2 毛坯 206.8万
颐景苑5/电梯建115m2+17m2车库毛坯 急需用钱 急售210万

无忧谷房产
文峰新村 4/6 85m2 简装 超低价 248.8万
文峰新村 3/6 69m2 中装 超低价 230万
王府大厦 9/电 61m2 三学区 性价比高 240.8万
王府大厦 15/电 117m2 三学区精装 356万
城北家园 27/电 134m2 车12m2 毛坯 218万
华强城（四期前排景观洋房）4/7 159m2 毛坯 566万
东北营平房 23.3m2 二附学区 待拆迁 178万
中天福邸旺铺上下 180m2 已隔二层 租12万/年 售：380万

中天福邸3幢103号店面房
85583001 13962971703

鹏展中介 濠东路99号
85513839 13921619305

雅居乐中央公馆 17/电 145.5m2 4-2-2景观房 新房大捡漏 亏本80万急售
王府大厦 中/电 124m2 2-2濠河景观房 三学区 378万
学田中南苑 5/6 66.7m2 2-1 三附三中 全网比价138万
王府大厦 中/电 141m2 稀缺三房南 景观房 三学区 诚售420万
南大街濠河时尚酒店 中/28 55m2 濠河景观房 捡漏价46.8万
望江楼 4楼 45.5m2 一室一厅 三学区 总价低210万
青年路新村 4楼 41m2 启秀空学位 成套户型 净100万

王府大厦 多套好房出租出售 欢迎来电咨询

东宝房产 望江楼6号楼
18751300199 18862947639

华辰大厦双地铁口店面房，绝对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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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国际130m2 4/2/2 坯 240万
1912 中/电128m2 3/2/2含车位运河景观 325万
五山公寓 135m24/5车库21m2简装 188万
望江楼 64m2 4/7 255万
前景花园 137m2 1/6库8m2精装 238万
山芝庄新苑 78m2 5/6电库12m2 160万
学田 117m2 2/库 3/L南库23m2 256万
银花苑三期 75m2 2/库库6m2 新装 288万

医护人员变身“拆弹专家”
72小时拆除藏在孩子肚子里的“炸弹”

行车遇受伤女孩
好司机停车救人

晚报讯 24日，如东县
曹埠派出所民警拨打了辖区
内一名老人电话进行回访，
询问他最近身体状况，叮嘱
他少喝酒。据介绍，这名老
人是一起盗窃案件的作案
人，距离结案已两周，但曹埠
派出所民警依旧关注着他。

4日，曹埠派出所民警
接到一起报案，报案人莫某
称有人偷他店里的酒。民警
赶至现场后，了解到徐某在
曹埠镇饮泉农民街好客隆超
市内结账时，超市内报警器
报警。店主莫某上前询问
时，徐某承认自己在超市内
偷了一瓶小郎酒牌白酒，价
值 30元，后该酒被莫某要
回。民警口头传唤徐某到曹

埠派出所接受询问，受理行
政案件。莫某还提供了徐某
盗窃视频，视频中的电瓶车
与徐某的特征相同，徐某对
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民警经过走访调查了解
到，徐某独居，平日酗酒成
性。民警考虑到其认错态度
端正，同受害者协商。综合
考虑其实际情况，受害者对
其盗窃行为表示谅解。民警
对徐某进行了批评教育，至
此案件结案。

案件虽然结束了，但民
警却没有停止对这位老人的
关注。据了解，曹埠派出所
每月都会对接受过教育的违
法人员进行回访。
通讯员邵钱玥 记者李慧

案件了结情不断
民警回访作案人

高科技按下办案“加速键”
通州法院速结一起执行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