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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本报讯（记者 徐驰）昨天上

午，一段短视频在网络上传播：一

名老人不慎从居民楼4楼阳台掉

落。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过路的圆

通速递快递小哥立即上前救人。

最终，消防队员、民警、居委干部等

一起赶到现场，众人协力，将老人

顺利解救。

记者从视频当中看到，事发时，

老人几乎“悬空”在阳台外，十分危

险。而在老人的身下，出现了一

个瘦弱的身影，全程保护着老

人。随后，消防队员和民警同居

委干部一道，将老人顺利解救，平

安落地。记者注意到，在视频的

结尾处，一名年轻的快递小哥只

是“一闪而过”。有热心居民一眼

认出，他，正是在关键时刻救人的

那个“身影”。

昨天下午，记者辗转联系上了

好心救人的圆通速递快递小哥王江

北。据王江北回忆，事情发生在早

上10时许。当时，他正骑着电瓶

车，顶着烈日，在德州一村内送快

递。“突然，有个老爷爷指着高处对

我说，好像有人要掉下来了。我抬

头一看，坏了，住在4楼的一个老

奶奶，半个身子已经探出了阳台！”

王江北赶紧下车，一个箭步冲到绿

化带里。幸运的是，老人掉落下来

之后，摔在二楼的空调外机上。王

江北赶紧爬上二楼，用自己的肩膀

扛起老人，避免她进一步掉落。王

江北表示，老人看上去八九十岁的

样子，万一直接掉落在地，恐怕更有

危险。

小区里的热心居民见状后，立

即拨打了119和110。没过多久，消

防队员、民警和居委干部悉数到

场。在众人的努力下，老奶奶被成

功地解救了下来。经过初步观察，

老人并无大碍。而据居民介绍，老

人的神志不是很清楚，子女又不在

身边，这才发生了意外事故。“好

在，有热心肠的快递小哥出手相

救，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居

民们在后怕的同时，纷纷给王江北

点赞。

不过，王江北却没有在现场过

多停留，而是默默地跨上电瓶车，离

开了小区，继续送起了快递。“救人，

永远是最重要的。我想，换做是任

何一个人经过现场，都会这么做

吧！”面对来自各方的赞许，小伙子

依旧保持着务实与低调。

老人四楼掉落 快递小哥“托举”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上海

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七七”4周岁

啦！前天，园方为“七七”举办了一

场特殊的生日派对，冰茶几、西瓜、

寿桃、冰棒一应俱全。

一大早，大熊猫保育员们忙着

布置生日现场。在大树底下，保育

员们用冰块垒了椅子和茶几，看着

就无比清凉。“冰茶几”上放上了胡

萝卜和寿桃，由西瓜掏空做成的果

盘里，装满了苹果、胡萝卜和鲜

笋。“茶几”前，摆放了一组竹叶味、

芒果味和西瓜味的大“冰棒”，而大

大的“4”字摆在中间。

一切准备完毕后，大熊猫“七

七”慢悠悠地走了出来，现场等待多

时的游客一阵惊呼。今天的“七七”

特别“淑女”，不像往日般“女汉子”

附体的模样，一出场就耍“熊猫功

夫”。看到准备好的“生日宴”，它不

紧不慢地享用起来，不管是吃苹果

还是啃鲜笋，动作都特别优雅、落落

大方。游客们纷纷拍照记录这美好

的一刻，还唱起生日歌，为大熊猫

“七七”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据保育员介绍，大熊猫“七七”

出生于2018年7月17日，出生时的

体重为165克。如今，它的各项身体

指标发育良好，体重已超过90千克，

性格活泼好动的它虽为雌性，但一

直有雄性的霸气，特别喜欢锻炼，健

步走、洗浴、玩玩具……各种玩法层

出不穷，爬树技能也超级好。

坐上凉爽冰椅子，吃起寿桃和冰棒

大熊猫“七七”4岁啦！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
者 袁玮）“这座公厕改造得得蛮漂

亮的，采光、通风都很好，还有热水

洗手……”家住宝山路的乔女士近

日在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游玩时，发

现街区里的公共厕所干净整洁、功

能齐全，且智慧时尚。记者从虹口

区绿化市容部门了解到，根据打造

品质城市的内在要求，虹口区对辖

区内的多伦路25号公厕、嘉兴路

260号公厕、凉城路424号公厕、东

体育会路86号公厕等9座公厕进行

了改造，并已全新亮相。

近年来，虹口区大力推进“厕所

革命”，在公厕新建、改造、提升、管

理上下足功夫。此次公厕改造，在

强化硬件的同时，也注重补软件，进

一步提升如厕舒适度。在与周边环

境融合的基础上，彰显地理位置的

特色元素。

位于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区内的

多伦路25号公厕取名“鎏金岁月”，

公厕西邻多伦美术馆，紧邻文化建

筑，地域人文特色突出。改造时注

重“修旧如旧”和“新旧共生”，将外

立面与街区内建筑风格统一，屋顶

借鉴苏博庭院中的八角亭做钢构玻

璃坡屋顶，室内取红黑色调，与多伦

美术馆相呼应。由于该公厕为旅游

公厕，日均人流量较大，每日早中晚

都会出现排队现象。而门厅空间较

大，存在浪费功能性空间的问题，且

男女卫生间厕位方向组合布置不合

理，使用体验不佳。针对这些问题，

虹口区绿化市容部门优化了男女卫

生间厕位布置：男女卫生间分区调

换，厕位走向重新排布；门厅空间调

整，优化服务空间，增加公厕智能化

系统、新风系统；增加热水洗手功

能，并把无障碍卫生间改为第三卫

生间。

嘉兴路260号公厕位于上海音

乐谷地块内。由于地域人文特色突

出，改造时突出为音乐文化主题公

厕，取名“近花亦美”。由于公厕附近

有女子偶像团体SNH48剧场，时段

性人流量较大，使用频率较高，改造

中优化了男女卫生间厕位布置，加

设一个女厕位；通过移动室内隔墙

增大门厅空间，留出信息化显示屏

阅读区的同时，加大排队等候空间。

本报讯（通讯员 吴珊珊 记

者 江跃中）足浴养生店员工为骗

取钱财，以老年顾客为主要目标，

虚构中医身份或背景，以顾客患

病需治疗为幌子，诱骗多名顾客

高价购买所谓“排毒产品”,骗取

多名老年被害人共计人民币79

万余元。黄浦区检察院对这起足

浴养生店借排毒治疗之名实施诈

骗案件的被告人刘茜、郑丽、王

林、刘召等4人提起公诉。7月4

日，被告人郑丽被黄浦区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其他

涉案人员仍在审理中。

2020年7月，徐燕在一家足

浴养生店体验足浴项目，并在店

长郑丽的推销下，购买了足浴套

餐。自此以后，徐燕经常在该店

做各种养生项目。一次，王林给

徐燕做完按摩后，经理刘茜向她

推荐了一个排毒项目，该项目需

喝下排毒药水，再根据排泄物的

颜色，判断体内毒素较多的部

位。“刘茜告诉我药水的成分是中

医药研究所研制，成分保密，运输

难度高，做一次价格是5.98万

元。”徐燕清楚地记得，“最后一系

列优惠后总共2.98元。”因为相信

王林的中医背景，而自己也确实

有些疾病，徐燕便支付了费用。

后徐燕被带去一家酒店，并

被安排每半小时喝一杯药水。到

了半夜徐燕开始排泄，王林等人

称徐燕胆囊不好，肺也要进行排

毒。徐燕信以为真，先后以26万

余元、36万余元的价格，购买了所

谓排毒产品。

2020年至2021年间，另有数

名老年女性在该店做了“排毒项

目”。经查，几名被告人通过攀谈

获取顾客身体状况信息，由王林

和刘召虚构具有中医身份或背

景，以顾客患有疾病需要进行排

毒治疗为幌子，诱骗顾客高价购

买所谓“排毒产品”，骗取钱款。

被告人王林和刘召并非毕业于医

学专业，不仅没有中医治疗资质，

其中一人甚至初中未毕业。

黄浦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

被告人刘茜、郑丽、王林、刘召等

4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

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多名老年人

合计79万余元，属数额特别巨

大，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经追赃挽损工作，上述被骗钱款

在案件起诉前获得全额退赔。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宋严

记者 江跃中）“国家电网”工作

人员数次出入小区“维护电路”，

而居民家跳闸情况却越发频繁，

是维护人员技术不行还是另有

隐情……日前，普陀警方在夏季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中，成功侦

破了一系列盗窃居民小区铜制立

管电缆线案，初步统计涉案价值

近30万元。目前，3名涉案人员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近日,白丽路某小区业委会

主任胡先生代表小区多位业主来

到普陀公安分局白丽路派出所报

案，小区内多户居民家频繁发生

奇怪的跳闸现象，后经电力公司

检查发现，原来是居民楼道内的

铜制立管电缆线（BV19芯95平方

多股铜芯线）被盗造成的影响。

警方接报后立即开展调查，民警

发现，除了报警人胡先生所居住

的小区外，白丽地区还有数个小

区发生类似跳闸现象，原因均是

楼道内的铜制立管电缆线被盗。

通过调阅小区周边公共视

频，民警发现两名身着“国家电

网”工作服，曾频繁出入白丽地区

多个小区的男子有重大嫌疑。进

一步循线追踪，民警确定了两名

嫌疑男子分别是周某与王某，并

发现除了普陀白丽地区之外，两

人还在6月期间流窜至本市宝

山、嘉定、青浦等多区作案。

6月28日，民警先后在两个

居民小区内，将周某、王某先后抓

获。经讯问，两人如实向供述了

多次结伙盗窃居民楼内铜制立管

电缆线销赃的犯罪事实。据两人

交代，他们曾做过电力公司临时

工，知道盗窃立管电缆线不会使居

民家立即断电，但之后会频繁跳

闸。两人分工明确，一人负责切

割，一人藏匿。每次得手后都由

王某负责将电缆线送至宁武路某

废品回收站向女子董某销赃，销

赃所得两人平分。民警于6月29

日下午在宁武路某废品回收站

内抓获涉嫌收赃的嫌疑人董某。

虹口区改造部分公厕，硬件软件同步提升

有人文特色 重舒适体验

借“排毒治疗”卖产品
足浴店诈骗79万元

冒充“国家电网”人员
盗割小区立管电缆

暑假来

临，昨天，在

杨浦区一小

区里，一群

孩子竟然在

2米多高花

园的围墙上

走起“平衡

木”，实在是

危 险 ！

肖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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