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浩 特约通讯

员 刘必华）8月 31日下午 5时许，
嘉定区安亭镇黄渡老街一居民楼突

发火灾，众邻齐心协力，沉着应对，
有效控制了火势，为消防员最终扑

灭火势赢得了宝贵时间。
火灾发生于黄渡劳动街 219

号。这里是一处连体平顶房。有人在

屋顶一角盖了一间约 10平方米的

简易楼，用于堆放杂物。十多年前，

房主搬往别处，将房子租借给了一

外来人员。

据悉，火灾疑是 2名施工人员

引发。近期，承租方发现屋顶有渗
漏现象，请人在屋顶铺设防水沥青。

下午，2名工人在施工时，发现旁边
简易楼里堆放的木材中有个马蜂

窝，于是用火焰喷枪对其喷射，随
后离开，此举可能导致了随后的火

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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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岁以上老人建立健康档案，

每年免费体检一次，本是件惠民利民
的大好事。可近日，有老人反映：项目

检查有点快，现场咨询无解答，而体
检报告要等 2个月才能拿到……问

题到底出在哪？记者展开调查。
8月 28日，金桂苑小区的 71

位老人在居委会组织下，来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接受一年一度的免费
体检。尽管 7时 30分才开始，但 6

时不到，已有老人等在了中心门口，
在他们看来这是事关健康的好事

情。但没想到，查着查着，“满心欢
喜”变得有些“不满意”。

“心电图检查，只有 20秒。心率
是按分钟算，还是按秒算？我问了，

但没人解释。”2014年就诊断出心

血管堵塞达 50%的老张，已是第四
年参加社区免费体检，两个月前还

去中山医院做过 CT，本想借助此次
体检能了解更多身体状况。对于这

次的免费体检，他感觉似乎“有点
急”：B超检查，不用侧身换姿势，三

五下就结束；问医生脂肪肝是否严

重，没有回应；视力检查，护士只管
记录，查询结果，一问三不知。相对

于整个体检流程的“快快快”，体检
报告却是“慢慢慢”，要等上 2个月

才能拿到。
还有住在其他小区的老人反

映：免费体检时告诉医生，2年前肠
道曾有息肉被切除，报告上就被标

注阳性，结果去医院进一步肠镜检
查，发现“误诊”，实为阴性。

记者就老人们反映的问题，向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情况，

工作人员告知：心电图检查，医生会
询问老人是否有心脏疾病史等，仪

器检查 20秒内无早搏等异常，正常
情况下确实不需要 1分钟。如有异

常，负责远程图像诊断的仁济医院
医生会通知体检医生延长检查时

间。现场可能因为体检医生比较忙，

没有向老人说明情况，造成了不必
要的误会。

而针对免费体检被指“有点急”
的情况，工作人员很是无奈。今年街

道有超过 4000位老人免费体检，社
区医院只有一台 B超设备，连人都

是“借用”的，每天上午 3小时安排
80人已是极限，忙不过来是“常态”。

对此，有业内人士建议：体检结
论确实需要相关情况的汇总，但对

于老人现场提问，社区医师应该多

点耐心。有时候一两句话，就能消除

顾虑、化解抱怨。
“65岁以上常住老年人每年一

次免费体检”，对于这件惠民利民的
好事，政府部门投入巨大。但如果，这

中间存在“慢三拍”和“不知道”的情
况，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更会

降底“惠民工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事实上，许多老人对于 2个月后才能
收到体检报告表示“不可理解”，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解释，出报告只需
2周至 4周。可居委会从“领报告”到

“送报告”，却要几经周折。

记者手记

在“做做好”上加把油
多年前，上海率全国之先，实现

了每年对 65岁以上常住老人按照户

口登记地免费体检一次的“全覆盖”。

但在“满心欢喜”中，老人们为

啥还是“想说满意口难开”？ 记者调
查发现，“民生工程”真要成为“民心

工程”，一头是“好好做”，另一头是

“做做好”。毋庸置疑，政府部门每年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好

好做”上一定是尽责尽力的。但于老
人们看来，在“做做好”上确实还需

要“加把油”“给把力”。

其一是沟通。面对现场问询，虽

然需要“综合考量”，但还是要说明

原委、讲清道理，有时一两句话的沟

通，就能打消一大波顾虑和误解。其
二是缓压。 只有一台 B?设备，连

人都是“借用”的，每天上午 3?时
安排 80人已是极限……体检工作

人员确实“压力山大”，但如能再充

分调配资源， 适度放宽体检时间跨
度，是不是就能缓解“急吼吼”的无

奈？其三是及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至 4?就能给出体检报告，可

拿到手要两个月后， 相关各部门的
分发渠道能不能更加快捷些， 更加

畅通些？其四是机制。意见的收集和

反馈，应“多听民声，常访民意”，“身
临其境”的老人是最有“发言权”的；

全流程的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要
让惠民举措“实在落地”。 衡量一件

好事做得好不好，“群众满不满意”

是杆标尺，让老人们更有获得感、更

有幸福感，或许正是“好事做好”的

题中要义。 本报记者 王军

老年人免费体检 好事能否做得更好些

心电图检测“有点急”
问病情“一问三不知”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熠 记者

江跃中）家政APP注册保洁员李某
某利用上门打扫卫生之机，趁雇主不

备盗窃钱财，用来手机赌博。
2018年，李某某在家政服务

APP上注册成为一名保洁人员。今
年3月16日，李某某通过APP派单，

来到普陀区吕女士（化名）家打扫卫

生。按照吕女士要求，她先打扫了卫
生间，然后进卧室擦灰尘。当李某某

打扫到卧室电视柜时，发现电视柜
抽屉没有上锁，想着自己在手机上

赌博欠下好多钱，李某某萌生了歹
念。她先是抬头望了望吕女士没有

注意她，然后悄悄拉开了抽屉，发现

里面满满的都是首饰盒，于是找了
个机会将房间门合上，拿走其中两

枚金戒指，放进了自己裤袋中。这两

枚戒指后来被李某某卖给了金饰回

收店铺，所得钱款大部分用作了手
机赌博。

如此顺利的盗窃经历，让李某
某尝到了甜头，也壮了她的胆。一

个多星期后，李某某又萌生了买手
机的念头，便决定在上门服务时找

机会“筹款”。4月 1日，李某某来

到张女士（化名）家打扫卫生。她以
同样方式打开了张女士卧室床头

柜的抽屉，拿走钱包里一叠百元面
值的人民币，放进裤袋里，趁着房

主夫妇不注意，她偷偷数了数不到
1000元钱，由于李某某看中的手

机价值 1000余元，这点钱不够，她
折返进卧室再擦了一遍地板，借机

又拿走了几张钱币。
然而这次，李某某却没有那么

“幸运”了，当天下午 5时 30分时，

张女士无意中打开抽屉时，发现其
中的 2000 元人民币只剩下一半

了，同时不见的还有几张面额 10

万元的印度尼西亚盾。她确定自己

前一天才查看过钱款，第二天她和
老公一直在家，只有保洁阿姨进过

房间，又回忆起下午打扫的细节，

卧室门被关上过，张女士越想越可
疑，立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4月 24日，李某某被公安机
关拘留。经查，李某某盗窃人民币、

外币、金戒指等共计价值人民币
5000余元。7月 30日，李某某因涉

嫌盗窃罪，被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近日，普陀区法院以盗窃罪，判

处李某某有期徒刑 6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00元。

    本报讯 （通讯员 宋严 记者

江跃中）价值近万元的名包和8000

元港币被谁偷了？“00后”男子张
某，一时头脑发热，向同一屋檐下

的同窗伸出贼手，在得知同学准备

报警后，竟还上演“贼喊捉贼”的戏
码，谎称自己也被盗……近日，普

陀警方经过缜密侦查，成功侦破一
起入室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张某

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月17日下午，来沪实习的大

学生小王、张某在同学小黄、小施
陪同下，来到普陀公安分局长风新

村派出所报案。4人为同校同学，利
用暑假来上海实习，近日小王在整

理物品时发现，自己放在出租屋内
一只价值近万元的名牌包不见了，

而张某则发现自己一张银行卡也

不见了，于是4人结伴来报案。
警方立即开展调查。4人合租的

房子为一套两居室，小王与小施住
一间，张某和自己女友小黄住一间，

由于4人在校时就是好友，互相信
任，所以除了大门，各自房间都没上

锁。经现场勘查，民警发现4人租住

的房屋门窗完好，没有明显被撬动
痕迹，也没有外人侵入迹象。很明显

这是一起熟人作案，但由于报警人
自己也不确定包和银行卡是何时被

偷，案件侦破一时陷入“瓶颈”。
很快，这一“瓶颈”被嫌疑人的

“自作聪明”突破了。没过几天，小
王再次来派出所报案，这次她放在

出租屋内的8000元港币不见了。再
次上门勘查，这次民警发现4人为

了防盗，让唯一的男生张某在客厅
里安装了监控摄像机。奇怪的是，

港币被盗这段时间内的监控视频
竟离奇消失。也正是这段消失的视

频，给了民警破案的提示。

再次来到派出所，张某终于向

民警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7
月19日，张某一时头脑发热，趁室友

小王和小施出门之际，溜进两人的
卧室，将小王放在床头柜上的名牌

包盗走，后将该包以3000元价格卖
给某二手奢侈品店。过了一段时间,

张某见小王一直没发现自己包被

盗，为消除大家对他的怀疑，张某便
主动告诉室友自己的银行卡不见

了，还提醒他人看看有没有东西被
盗。果不其然，经张某提醒，小王发

现自己的名牌包不见了。随后，应女
友小黄要求，张某还在客厅安装了

监控摄像机。8月24日，张某通过女
友小黄获悉，小王将现金放在衣柜

内，于是再次趁家中无人之际，将监
控摄像机电源断开后，偷偷潜入小

王与小施的卧室，盗走了衣柜内的
8000元港币。目前，犯罪嫌疑人张

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普陀警方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

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通讯员 张嘉煜 记者

孙云）看见其他孩子在游乐场里抢
走了自己女儿正在玩的积木，这个

爸爸竟然选择二话不说，直接冲上
前去，一把扯下刚从滑梯上滑下的

9岁孩子，一边伸出手指不断严厉
教训，一边对着他扇了一个巴掌。幸

而，被扇巴掌的孩子并未受到明显

外伤，对孩子多次动粗的这个爸爸
则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8月 21日晚，松江公安分局中
山派出所接到市民马女士报警，称

其孙子在本区一家儿童游乐场内玩
耍时，被一名男子殴打。接警后，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经了解，当晚 6时
30分许，马女士的孙子在该游乐场

玩耍时，抢走了一个女孩正在玩的

积木。女孩父亲刘某看到后心疼自
家孩子不已，乘着男孩从滑滑梯上

滑下来的机会，进入海洋球池，直冲
上前，扯过男孩，一边教训一边扇了

一个耳光。之后，刘某还不解气，又
几次拉扯男孩，男孩倒在海洋球池

里，旁边的几个孩子都被吓懵了。幸

而马女士及时发现，其孙未受到明
显外伤。

刘某到案后坦言平日十分爱护
孩子，碰到此情况怒火中烧、护犊心

切，故采取了错误的解决方式。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刘某的行为已构成

殴打他人，松江警方对其采取行政
拘留的处罚。

火焰枪“捅了”马蜂窝 老街失火

趁上门保洁偷走雇主钱财

价值近万元名包和8000元港币到底被谁偷了？

“贼喊捉贼”将黑手伸向合租室友

眼见女儿玩具被抢走
爸爸竟掌掴熊孩被拘留

    吴兴消防救援

站始建于 1907 年，
是全市消防站中唯

一一个“出警不鸣警

报”的消防站。在消
防站的工作可谓是

“冬练三九夏练三
伏”。入夏以来，吴兴

消防站累计出警已
经 116次，平均每天

出警至少 3起以上。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夏练三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