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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一 48 岁产妇在中医院产下女婴

医生说，
高龄产妇风险大，
建议还是在 35 岁之前婚育
通讯员姜小鹏报料：
前几天，在泰州市中医院，一位
48 岁的李女士顺利生下了一名女婴。
李女士是在去年年底发现自己怀孕的，虽说她已经
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不过考虑到这是自己的头胎宝宝，
她最终还是决定，
要生下这个孩子。
李女士坦言，当初自己也曾犹豫过。但是考虑再
三，
一家人还是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因为觉得家里没有
什么遗传病史，怀孕过程中也没有受到刺激，估计生产
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而，据从医生那里了解到，由于年龄偏大，
再加上
有高血压等一些基础疾病，李女士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的
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泰州市中医院产科主任张玉说，一个是高血压并发
子痫前期，另外一个就是李女士有一个妊娠的合并贫
血。而在剖腹产的时候，
还发现她有一个多发性的子宫
肌瘤，其中一个肌瘤长在了子宫右侧的宫角部，这个部

位的肌瘤生长以后如果做剥除的话，风险还是比较大
的。
医生介绍，女性从 35 岁开始进入生育力减退的
加速期，无论是自然受孕，还是辅助生育，受孕机会
均明显下降。而且，由于母亲身体素质不再是高峰
期，高龄产妇产下的宝宝，出现问题的几率也比适龄
产妇要大。
张玉说，
一般最佳的婚育年龄建议还是在 35 岁之前
比较好。高龄女
性怀孕后，无论是
扫此二维
头胎，还是二胎，
码，把你知道
都要定期进行孕
的事、想说的
期检查，
筛查糖尿
话与晚报读者
病、
高血压、
甲亢、
分享，采用有
早产等高危因素，
稿酬。
监测胎儿
“动向”
。

妻子苦想了一组彩票
“吉利号”
，丈夫却买错
两口子一言不合，动了手还要离婚
靖江新桥派出所顾小灵报料：夫妻在生活中难免会
出现磕磕碰碰，但是因幻想中奖竟升级为拳脚相向、甚
至闹着要离婚就显得很稀奇了。最近，我们这里就发生
了这样一桩稀奇事。
记者顾和平核实报道：靖江新桥女子王某在网上看
到别人中了千万大奖，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她很是羡慕
也想效仿。于是，她花了 3 天的时间，苦思冥想了一组
号码。
9 月 7 日当晚，王某写下这组号码，让丈夫到投注站
买彩票。到了夜里，王某抓着彩票打瞌睡。半梦半醒之
间，她梦见自己编的号码中了大奖。她惊醒后一看彩
票，猛然发现丈夫投注的彩票竟然不是她琢磨许久的
“吉利号”，她连忙叫醒了丈夫询问情况。

丈夫迷迷糊糊地说，他忘记了王某关照要买的号
码，于是就随便打了一组号码。王某听完火冒三丈，她
觉得自己以后奢侈的生活就这么被丈夫
“葬送”了，便与
丈夫吵了起来。
夫妻俩从床上吵到了床下，最后，两人居然发展到
拳脚相加。王某挨了丈夫一顿揍，哭着打了 110，喊着
要跟丈夫离婚。
接警后，民警赶来调查，起初还以为是什么深层次
家庭矛盾引起，后来仔细问清缘由，民警觉得哭笑不得，
便采取拉家常的方式给双方调解。
听了民警的一席话，这对夫妻终于冷静下来了，双
方握手言和。

离异女子微信上结识
“副局级干部”
对方以请人吃饭为名骗钱
靖江马桥派出所一民警报料：最近，泰兴市一位王女
士报警称，有个住在靖江的男子自称是“副局级干部”，跟
离异多年的她接触了几次后，便以需要请“人脉”吃饭为
名，骗走了 2000 元。我们核实确切地址后守了几天，终
于将这名男子逮住，一查，他还是个诈骗老手。
记者韦红雨核实报道：王女士在泰兴城区经营一间
店面，经济基础稳定。美中不足的是离异多年，她一直一
个人，孤孤单单的。8 月中旬前后，她在微信上收到一条
好友验证信息，对方自称杨卿（化名），单身，靖江人，也是
别人介绍才加此微信，
希望能和王女士聊聊。
王女士没多心，添加了杨卿。
“聊了不少，就觉得他特
别能讲，见过世面。”当晚，两人聊了好长时间，彼此感觉
蛮好。第二天，杨卿竟然特地拎了水果点心，找到她店里
探望，并叮嘱她忙生意的同时一定要爱惜自己。王女士
感动不已。

一来二去，两个人处起男女朋友。杨卿也亮出“底
牌”，说自己其实是名副局级干部，虽然已退居二线，但在
泰兴有不少人脉。如果王女士需要，可以帮忙打点，多拉
拢一些客户。
王女士以为遇上了贵人，当即说好。杨卿声称不如
趁热打铁，明晚就请“人脉”聚聚，只是他身边现金不够，
请客吃饭的费用希望王女士暂时垫付一下。王女士二话
没说，掏了 2000 多元现金交给他去打点。
第二天，王女士一心巴望着杨卿领她去赴宴，哪晓得
一等再等不见人，再看微信，人家已经把她拉进了黑名
单，打手机也一直是忙音。王女士这才意识到是遇上了
骗子，于 9 月 2 日晚 8 点多到靖江马桥派出所报警。
处警民警陈鹏说。经查，杨卿 55 岁，无业，诈骗有前
科，专门骗类似王女士这样的离异女子。目前，此案正在
进一步调查。

兴化一单身男子持 8 米长的鱼竿夜钓
鱼塘附近有高压线，男子疑因触电身亡
兴化市民蒋先生报料：在高压线下钓鱼，将鱼线甩
到电线上触电身亡的事并不鲜见，但还没有开始钓鱼，
仅仅因为一根超长鱼竿就被电身亡的却不常见。9 月 9
日，
兴化市戴南镇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既震惊又惋惜
的意外，
一男子身亡。
记者严婧核实报道：当晚七点半至八点间，戴南镇
32 岁单身村民陈某吃过晚饭后，带着自己钓鱼的大家
伙——一根足足有 8 米长的鱼竿，来到村里大米厂北面
的鱼塘准备钓鱼。
前一天，他在那里钓到了一条近 20 斤重的大鲢鱼，
准备再去碰碰运气。在鱼塘边，
他遇到了塘主王某父子
俩。因为鱼塘附近有高压线，
再加上陈某钓鱼不给钱，
王

某父子俩劝陈某离开。随后，
父子俩就先离开了鱼塘。
两人还没有走远，
就听到鱼塘那边传来电流
“啪啪”
的声响和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看守鱼塘的老人的
求救声。
听到喊声后，父子俩立马往回赶，看到陈某一手拿
着鱼竿，
一手拿着鱼食，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两人赶紧
拨打 120 将人送往医院。可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
仍没能救回陈某。
从现场的状况来看，陈某还没开始给鱼钩上饵，线
还没有甩出，就出了意外。有村民推测，陈某竖着拿着
展开的 8 米长的鱼竿，径直走近鱼塘，可能鱼竿直接碰
到了上方的高压线，从而酿成了悲剧。

高港一村民家中飞来怪鸟
原来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夜鹰
通讯员聂庆桢报料：
前几天，高港区大泗镇前进村
村民于海家的院子里飞来一只怪鸟，它身长约二十五
厘米，全身羽毛呈黑色。
于海说，这只鸟是突然掉在院子里的，没有受伤，
在笼子里面很凶，眼睛大、嘴巴大，还吃肉馅。周围邻
居听说后，纷纷赶来瞧个新鲜。可这只鸟究竟什么来
历，
谁也说不清楚。
这只鸟被带到泰州市动物园后，
专家判断，这是一
只幼年的夜鹰，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属于一种夏候
鸟，
此时要向南方迁徙，在华南华东地区比较多。
市动物园饲养员马红霞说，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发现
此鸟精神状态挺好，
没有什么外伤。由于它比较小，
园方
决定先饲养一段时间，
等各方面条件成熟之后再放飞。

轻信网上拼团购物
一市民被骗走 800 多块
通讯员宋红骏报料：眼下，
“拼团网购”颇受一些消
费者的青睐，
可稍有不慎，也许就会落入“陷阱”。市区
一位张女士（化名），就遭遇了一起“拼团网购”的骗局，
被骗 800 多元。
张女士想买一款洁面仪，碰巧她在微博上看到有
人在卖这个。于是，她联系了对方，并加了对方微信。
对方说，货会从海南免税店走，凑够 10 个买家就可以
一件 816 元的低价来卖，每人另加 10 元运费。张女士
用微信转了 826 元给对方。可隔了大半个月，对方称
暂时不能发货了，因为货不够，
他要先把别人的发掉。
张女士付钱时是 6 月份，其后对方一直称没货。
到了 9 月份，对方干脆拉黑了张女士，张女士这才发觉
上当受骗了，
于是，她选择了报警。
“在微信上购买东西缺乏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保证，
同时也缺乏相应部门的监管，所以极易发生这种微信
购买商品被骗的案件。”
公安海陵分局城南派出所民警
于阳提醒，消费者
“拼团网购”要找一些正规的、获得官
方认证的微店进行购买，以防上当受骗。

货车司机买来假行驶证蒙混
民警从注册日期上发现破绽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四大队民警车月明报料：
最近，我们大队查获了几名涉及交通违法犯罪的嫌疑
人。其中，有一件伪造行驶证的事值得一提，也是给有
这种念头的相关人员敲敲警钟，千万不能这么做。这
个人是黑龙江的，
他的车辆行驶证丢了，没有及时去车
管所补办，而是自作聪明地买了一本假行驶证，行驶到
我们辖区时，被细心的民警识破了。
记者钱立群核实报道：9 月 11 日下午，因使用伪
造机动车行驶证，男子高某受到了罚款 3000 元、行政
拘留 3 日的处罚，
并被送往拘留所。
据民警介绍，
数天前，高速四大队民警在盐靖高速
兴化收费站附近，对一辆悬挂河北牌照的拖挂货车进
行例行检查。驾驶员出示的驾驶证没有问题，但在行
驶证上发现了破绽：这本证件的字体比正常行驶证的
字体稍细些，另外，其载明的车辆注册日期为 2017 年，
而发证日期却为 2015 年。按照相关规定，车辆注册日
期应在发证日期之前，最多是同一天注册、同一天发
证，怎么会拖延两年呢？民警怀疑该行驶证为伪造证
件。随后，他们将该证件送到无锡一科研所进行鉴定，
结果证实了民警的判断：
该证件是假的。
见瞒不住了，
该车管理人高某只得承认，这本证件
是买来的，用来应付交警检查。据其交代，他是黑龙江
人，3 个月前的一天，他的车辆行驶证丢失了，觉得补
办起来很麻烦，
加之急着出车，便找到一个路边办假证
的广告电话，花了 200 元很快拿到了这本假证。
请以上报料人联系本报热线：86870000，以
便发放报料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