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患者产后大出血，已
用血液 3 万多毫升，还在抢救
中。血站 A 型血告罄，期待您伸
出援手！”1 月 29 日早晨，不少上
饶市民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特别
的短信。

一 时 间 ，众多市民行动起
来，到当日 16 时，已有 30 多名 A
型血爱心人士献血，献血量达
13000 多毫升。截至发稿，该产
妇还在抢救中，仍未脱离生命危
险。

“看到血液告急的短信后，我
放下手头的工作，特意请假赶来
献血。”上饶市中医院的范医生这
次献血400毫升。

记者从血站了解到，最近由
于天气、学生放假等原因，街头无
偿献血的人少了，该市中心血站
库存不及正常量1/2。

本报新余讯（记者刘斐 通讯
员王星） 1月29日9时，尽管天气
异常的寒冷，廖女士心里却很温
暖。在丢失 18 万元现金后第二
天，她就从好心人手中全部领了回
来。

28日晚，新余市民魏洪威和妻
子倪桂华吃过晚饭后冒雨前往超
市，在长青立交桥桥头的马路上，
无意用脚踢到一个白色塑料袋。
魏洪威打开袋子一看，发现里面竟
装着大量百元现钞。

魏先生想到失主丢失现金后
肯定万分焦急，第一反应便是立即
报警。在拨打“110”后，魏洪威夫
妇站在原地等待，希望能发现返途
找钱的失主，深冬的城市街道上冷
冷清清，路上的行人步伐匆匆。魏
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们等
了许久失主还没来，最后就和民警
回派出所做笔录，回到家已经是晚
上10点多。”

据当事民警毛辉介绍，他抵达
现场不久后，失主恰巧也打来了报
警电话。警方随即调取了当时的
监控录像，这才确认了这 18 万元
的“身份”，并于29日上午将这些钱
物归原主。

“这 18 万元是公司收回的货
款，本来准备存进银行，结果银行
关门了。没想到放在电动车踩脚
位置的钱就这么掉了。当时急疯
了，心里想要是丢了该怎么办。”失
主廖女士回忆说，在丢钱的半小时
后，四处寻找未果后，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拨打了“110”。

29日上午，失主廖女士来到派
出所，当面向这对拾金不昧的“好
心夫妻”表示感谢。

捡到18万现金
夫妇寒夜等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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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刘斐 实
习生陶颖惠），1 月 29 日 19 时，经
过近 800 公里的旅途，一辆急救
车到达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感谢一路上医护人员的照顾。”
从江苏无锡市人民医院转院而来
的白血病患者刘鹏说出了心里
话。

去年 12 月 31 日，江西农业大
学学子刘鹏在无锡市实习期间被

查出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1
月 9 日，本报登载“为救患白血病
学子，网络热卖爱心水，一元捐款
见真情”的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反
响，包括刘鹏母校江西农大在内的
多所院校师生为其募集治疗白血
病的爱心款。

但自入院治疗后，刘鹏的治疗
费至今已达 6万多元，这使本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考虑到转院

至南昌可享受更多的国家补助，刘
鹏一家和省二附院取得联系，转院
后将在 1 月 29 日进行骨穿，2 月 1
日进行第二轮化疗。

刘鹏正处于化疗阶段，身体不
适合乘坐飞机、火车等常规交通工
具，并且转院期间需医护人员陪
护，于是想到了联系南昌市 120急
救中心。

“之前曾收到刘鹏家人的咨询

电话，因为是省外出车，并且情况
特殊需要医护人员随车，费用较
高。”南昌 120 急救中心樊国勇告
诉记者。

28日，在本报记者协调和努力
下，南昌市 120急救中心决定减免
一半的出车费用，并加派两名专业
医护人员随车。28日晚6时，从南
昌派出一辆高配置的急救车，将刘
鹏顺利接回南昌。

白血病学子乘“爱心车”回昌治疗
本报积极协调 南昌市急救中心减半收费

《网络热卖爱心水 一元捐款见真情》

本报记者 林 君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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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数日的灰霾天气，因为一
场强冷空气的“破局”而败下阵来。
而更让游客欣喜的是，冷空气还给
庐山等地带来银装素裹、玲珑剔透
的冰雪世界。

入冬以来，南昌城区接二连三
错失看雪景的机会，已是“五九”的
第三天了，仍然未见雪的踪影。这
次冷空气的到来，会不会给南昌城
区带来冰雪世界，大家都很期待。

庐山和梅岭主峰现雾凇美景
本周，全省天气完成了晴雨转

折。阴、雨、雪天气将轮番上阵，气
温骤降。

这个冬季，庐山、三清山都已迎
来雪天。庐山由于海拔较高，又位
于山区，温度较低，江西入冬的第一
场雪往往出现在庐山。去年 12 月 3
日，首场冬雪就飘落庐山；2015 年 1
月 13 日早上，三清山也飘起了鹅毛
大雪。

不过，直到 2015 年 1 月下旬，南
昌城区仍迟迟不见雪，就在人们有
些失望时，老天像是要补回之前的
缺席。1月28日，远郊湾里区梅岭景
区主峰罗汉岭的松树枝上挂满雾
凇，银装素裹。

接下来几天，洪城最高气温只

有 6℃，水汽充足、气温也很低，不知
人们期望的冰雪世界这次会不会得
偿所愿？

“据近期的气象资料显示，此次
冷空气导致南昌城区下雪的可能性
很小，要赏雪景还得等等。”专家说。

温暖的“三九”和“四九”天
回想已经过去的“三九”和“四

九”，南昌的最高气温动辄突破 15℃
甚至 20℃，天气暖和得好像提前进
入春天。监测数据显示，1 月 1 日至
20日，南昌平均气温为8.8℃，较常年
同期（5.6℃）偏高 3.2℃，排在历史第
二高位，仅次于 2002 年的 10.1℃；全
省气温也明显偏高，1 日至 20 日，全

省 平 均 气 温 8.5℃ ，较 常 年 同 期
（6.2℃）偏高 2.3℃，历史排位第三高
位，仅次于 2002年（9.9℃）及 1966年
（8.7℃）。

就在小伙伴们对冬天的表现表
示不满的时候，这股冷空气和降水的
到来，让大家感受到冬天的本来面
目。老天似乎要将“三九”和“四九”
欠账，在“五九”一股脑还给大家，但
雪的影子仍迟迟未出现。

南昌只有两个冬季没下雪
气候专家称，历年气象资料显

示，南昌平均降雪初日为12月25日，
虽不像北方经常下雪，但不下雪年份极
少。根据1951年以来的气象资料，南

昌没下雪的冬天只有2个，为2000年/
2001年冬天、2006年/2007年冬天。

从2005年至2014年这整整10年
里，南昌仅有82个下雪天。这当中还
包括只下过一些小雪粒的天数。监
测显示，南昌的下雪天主要集中在 1
月。比如，2008 年的 14 个下雪天当
中有8天是在1月份，2011年的14个
下雪天当中也有12天是在1月份。

下周就要迎来立春节气。专家
说，每年立春之后，我省经常受到强
冷空气的影响，造成低温天气，过往
年份的 3 月上中旬和 4 月上旬都曾
有降雪记录。“别忘了现在还在腊月
里，冷空气决不会善罢甘休，有机会
还会乘虚而入的。”气象专家说。

南昌1月头20天平均气温历史第二高 近期气温骤降却难降雪花

等 等 等 难道要等来一个无雪的冬天？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廖小勇

医院中医科地位将“升级”
我省要求须设为一级科室

本报讯 （记者许卓 通讯员周翔）今后，
我省综合性医院中医科都将按要求成为一级
科室，中医在综合性医院地位将提高。1月28
日，记者获悉，省卫计委将于今年开展综合医
院中医药工作专项推进行动，以加强我省各
级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机构中医临床科室和
中医药建设。

据了解，目前，一些综合性医院的中医科
地位并不高，很多属于医院的“二等公民”。
专项推进行动开展后，省卫计委要求中医临
床科室应成为带有全科性质的医院一级临床
科室，并能根据临床需要提供中药饮片、中成
药、针灸、推拿等中医药服务。设立中医门诊
和中医病床的，应按照《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
室基本标准》配备中医类别医师。根据中医
药业务工作的需要，医院还应积极配备中医
诊疗设备。同时，省卫计委还要求中医临床
科室与其他临床科室之间建立协作机制，建
立并落实中西医相互会诊转诊、中西医共同
参与病例讨论、中西医共同参与卫生应急、中
西医相互学习交流等制度。针对中医药治疗
有优势的病种或优势环节，明确中医药参与
治疗的方案。

5个月卖出近百万元
余干男子买卖枪支落网

本报讯 （记者许卓）1月 26日，记者从南
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获悉，西湖警方破获了
一起特大非法买卖枪支案。

“出售某某配件”，一般人可能看不懂这
种 QQ 签名，但懂行的“业内人士”一看就知
道，其中的“某某”二字指的就是“枪支”。半
年多来，余干 28 岁男子张某就是这样伙同朱
某在网上销售了近百万元枪支。张某以为自
己做的“生意”很隐蔽，实际上，今年1月，上海
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在工作中已经发现张某
的违法行为，并将他列为网上逃犯。西湖刑
侦大队民警通过信息研判，发现张某在南昌
有活动轨迹。1月22日，民警将张某抓获。

据张某交代，在其老家余干县一废弃瓦
房内，还存有十余把未卖出的仿俄罗斯“ED”
步枪的气步枪、枪管等涉案物品。民警立即
前往搜查，查获仿俄罗斯“ED”步枪气步枪十
余支、枪管五十余支及“小口径”等若干枪支
零件等涉案物品。

张某称，他与朱某自 2014 年 6 月开始卖
枪，朱某负责联系进货，张某负责网络接单、
快递发货。为避免引起警方注意，两人还煞
费苦心地在出售前将枪支拆解。据了解，他
们从“上线”买来一只整枪需一万多元，拆分
后，光一支枪管他们就可以卖一千多元。
2014年6月至11月期间，两人在南昌、余干等
地通过网络出售仿真枪，销售额高达百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刑拘，另一名
嫌疑人朱某也被上海警方抓获，警方还在对
其他涉案人员进行抓捕。

我省成立首家孤独症康复室
本报讯（记者张晶 通讯员过江帆）1月29

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为更好地服务于孤
独症患儿，我省首个孤独症康复训练室近日在
省精神病院成立，并于近期免费为孤独症患儿
及家属提供高质量的孤独症康复训练。

据了解，这一课程以应用行为分析作为
孤独症康复训练的主要方法，将复杂的适应
性行为分解成较小的单元，小到患儿能掌握
的程度，然后一步一步运用强化原理进行训
练，直到掌握整个适应性行为。实践和研究
表明，伊瓦·洛瓦斯所发展的应用行为分析是
孤独症康复训练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该院
采用的是分解式尝试教学课程，课程主要内
容有服从、非言语模仿、非言语沟通技能、理
解指令、理解事物名称、言语模仿、说出事物
的名称、事物的用途和作用、自理能力、社交
意识和社交技能等50多项。这些课程的指导
和实施，均由该院儿少科主任张华坤主持。

本报南昌讯 （记者郑荣林
实习生陶颖惠）地铁1号线在年底
就要通车了，地铁站会是啥模
样？相信许多市民都很关心。1
月 29 日，作为全线装修的“样板
站”，奥体中心站公共区装修工程
顺利完工。装修风格体现了稳重
大气、整体统一、简洁现代的理
念。站内共设置了3个总出入口，
方便旅客进站和出站，另外设置
了两进两出刷卡机。

奥体中心站是地铁 1 号线的
终点站，位于紫阳大道与学苑路
十字路口。透明的玻璃顶、灰色
的外墙，从外观看，似乎显得有些
低调。这也正是 1 号线地铁站装
修“样板间”的特点——简洁、大
气，充分利用结构美，体现现代交
通特点。

两部扶手电梯和一部步行
楼梯，引导乘客从地面进入地铁
站内。在负一楼，5 台自动售票

机整齐排放，客服中心、闸机等
均已安装到位。站点采用的是
雅白或白色色系，明亮且简洁大
气。南昌轨道交通集团地铁项
目分公司装饰管理部业主代表
陈君介绍，奥体中心站地面是采
用白麻花岗岩，墙体和柱体是白
色搪瓷钢板，顶上采用铝挂片，
防火效果非常好，后期大部分车
站建设均是参照这个站。这样
高成本的防火建设在全国都少

见，其他城市大部分站点墙面是
采用瓷砖。

整个地铁站的公共区划分为
付费区和非付费区两部分，设有
进、出闸机和固定栅栏分隔。在
公共区付费区的中间设有客服中
心，负责解决票务纠纷和办理补
票业务。在非付费区内设有足够
大的乘客集散空间，设置自动售
票机等公共服务设施。在付费区
内设有两组上行自动扶梯，两部

步行楼梯直接到达站台层呈正八
字布置，供乘客进出站及紧急情
况下疏散所用。

“奥体中心站装修工程，为后
续车站顺利开工提供了实体‘效
果图’，减少后续施工过程中出现
返工情况。”陈君说。目前，地铁 1
号线蛟桥站、珠江路站、会展路
站、秋水广场站、艾溪湖东站、太
子殿站和天祥大道站的装修工程
也已陆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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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列车试运行。本报记者 海 波摄
车站内整洁大气。王 祺摄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红角洲校区
在建体育馆工程发生坍塌

本报讯 （沈萱）1 月 29 日凌晨零时 25 分
左右，由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红角洲校区体育馆工程顶
层现浇过程中高支模发生坍塌（面积约600平
方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18 人受伤，其中 3
人重伤。

事故发生后，市、区两级主要领导及相关
部门立即赶赴现场指挥救援。事故原因正在
调查之中。

马来西亚宣布
马航ＭＨ370航班失事

据新华社吉隆坡 1 月 29 日电 马来西亚
民航局局长爱兹哈尔丁29日通过马来西亚广
播电视台宣布，马来西亚航空公司ＭＨ370航
班失事，推定机上所有239名乘客和机组成员
已经遇难。

爱兹哈尔丁在这份包含有关事故调查、
搜寻努力、家属赔偿等31点内容的声明中说，
相关数据支持 MH370 终结在印度洋南部海
域的结论。

他说，基于现有数据，该区域在 370 天后
仍有人员生还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因此，我
们怀着最沉痛的心情，代表马来西亚政府正
式宣布，根据芝加哥公约附件有关规定，马来
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
所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已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