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城事

06

2017 年 12 月 7 日

责编 闵小丽 美编 熊琳琳 校对 王菊珍

星期四

酷爱养花却取之无道

女子夜潜大学花园偷走23株名贵牡丹
本报讯（记者万勤 实习生慧雪寻 通讯员罗维舟）陶女
士酷爱养花，为美化居所阳台，竟2次邀约好友深夜潜入某高
校的牡丹园里偷花。 4日，陶某等4人在作案时被洪山警方当
场抓获，2次盗窃的南阳月季和洛阳牡丹总价高达27300元。
11月27日上午11时许，洪山分局马房山所接到辖区
内某高校报警，称校园内的牡丹园被盗7株南阳月季和6
株洛阳牡丹。 民警查看监控录像发现4个人盗挖月季和
牡丹，在积极追踪的同时，联合校保卫处加强夜间巡逻工

作。 12月4日凌晨4点，巡逻队发现4个人再次出现在牡丹
园里， 一辆私家车上装有刚被采摘的2株南阳月季和17
株洛阳牡丹，民警立即将4人带回所里进行调查。
经查，女子陶某，今年32岁，武汉本地人。 11月27日
凌晨，陶某与男友、好友等4人一起消夜。 消夜后，听男友
说某大学牡丹园里的花好看，4人开车前往该大学牡丹
园， 一起将7株月季花、6株牡丹徒手从泥土中扯了出来，
移栽到陶某租住房阳台的花盆里。 12月3日晚，陶某又叫

“大雪”撞上冷空气 大风吹冷武汉

明天最低气温或又是0℃
本报讯（记者符樱）今天迎来“大雪”节气，虽然不见
雪花，但新冷空气又要来了，我市可能再遇冰点气温。
根据《中国天文年历》，北京时间12月7日清晨6时33
分迎来今年的大雪节气。 大雪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每
年公历12月7日或8日，太阳运行到黄经255度时，即为大
雪。 大雪意味着冷空气会越来越活跃，天气更冷。
武汉眼下已经入冬半个多月了， 到目前为止仍没有
半点下雪迹象。 而从目前天气趋势看，未来一周武汉多是
晴或多云天气，大家想要看到雪还有点困难。
气象科普专家说，12月其实是我市一年中降水量最
少的月份，不过，武汉常年平均初雪日就在12月里。
另外，今天会有新一轮冷空气南下，武汉风力增大，
预计会刮起3-4级偏北风， 虽然我市最高气温可能仍在
10℃以上，但明后天最低气温可能又会在冰点附近，请大
家多穿点。 可以适当多吃含铁元素和碘元素的食物，如牛
肉、羊肉、黑木耳、大枣、乳类等，有助于提高御寒能力。
预计武汉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3℃~12℃，偏北风2
到3级转3到4级；今晚到明天白天多云，0℃~10℃，偏北
风3到4级转2到3级； 明晚到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1℃
~13℃，偏东风2到3级。

昨天， 东湖绿道二期的施工人员在“桃花岛”为移
种的数百棵桃树穿上“防寒服”
记者杨涛 摄

明天凌晨冷空气过境后
我市空气质量或有所改善
本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鄢祖海）受持续不利
气象条件影响，昨天白天武汉空气质量维持中度污染
水平。 今天我市受到西北弱冷空气南下影响，以多云
天气为主，空气质量或将持续重度污染水平。 明天凌
晨冷空气过境后我市空气质量或将有所改善。

上另外3人，再次回到牡丹园里偷花，被抓了现行。
据学校保卫处介绍，这批月季、牡丹分别是由南阳市
政府和洛阳的校友捐赠给学校的， 南阳月季每株价值
1500元，洛阳牡丹每株价值600元，两次盗走的9株南阳
月季和23株洛阳牡丹合计27300元。
目前，陶某因有小孩需要照看被执行取保候审，廖某
等3人因涉嫌盗窃被洪山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之中。

爹爹背痛不知病情凶险
没等检查报告出来便回了家

“警医联动”追回失联病人
本报讯 （记者武叶 通讯员陈菁）73岁爹爹突发背
痛，做完检查没等结果出来便回了家，殊不知自己正面
临生命危险。 接诊医生在民警帮助下，通过一个身份证
号辗转联系到当事人。 昨天，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胸心
血管外科住院治疗的王爹爹，连连称赞医生有责任心。
王爹爹家住青山区，患高血压十余年。 5日中午，他饭
后到小区遛弯儿，突然感到两侧肩胛骨下剧烈疼痛。 当天
下午，王爹爹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做了检查。 接
诊医生沈俊根据患者病情表现，建议他做个加强CT。
一个多小时后， 沈俊通过电脑查到了王爹爹的CT
影像，原来是主动脉溃疡并血肿。 这种情况十分凶险，病
情一旦发展，病人可能在一两分钟内就会死亡。 当务之
急，必须让病人尽快住院治疗。
然而，沈俊急匆匆寻找王爹爹时，却发现他已经回
家了。沈俊忙打110报警求助。幸而王爹爹使用医保卡挂
号，留下了身份证号码，凭借这个身份证号，民警通过人
口信息系统，辗转联系上了王爹爹。
胸心血管外科刘勇副主任医师介绍，主动脉壁内血
肿、主动脉溃疡一旦发展为主动脉夹层，将严重威胁生
命。 市民若出现顽固性的胸、背部疼痛，千万不能大意。

社区嵌入、中心辐射、统分结合
“三位一体”模式试点工作初显成效

“互联网+”让居家养老安全而便捷
改善养老服务是2017年武汉
市政府十件实事之一，是重要民心
工程。武汉市积极探索"互联网+"与
养老服务切入点、结合点，创新养
老服务新模式，按照“政府搭台、市
场推进、社会运作”的总体思路，以
“互联网+”为主线，串起居家养老、
社区为老、医养结合“三个重点”，
充分利用现有各类养老、卫生服务
设施， 通过增强网络服务功能，促
进线上线下服务对接，延伸养老服
务半径。 目前武汉市正在进行社区
嵌入、中心辐射、统分结合“三位一
体”的“互联网+居家养老”新模式
的试点工作， 力争用三至五年时
间，将武汉建成全国“互联网+居家
养老”示范城市。

社区嵌入实现
“互联网+居家养老”无缝链接
社区嵌入模式就是鼓励支持互联网
企业、 专业养老机构采取新建或对现有
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进行改造升级的办
法，在社区开设以医养、康复为主要服务
项目的嵌入式服务网点， 利用互联网技
术，开设如远程看护、康复指导、短期托
管、上门护理等服务项目，把社区、机构
专业的养老服务规范地向居家延伸。 按
照10分钟养老服务圈的发展目标， 以一

个网点覆盖2－3个社区进行布点， 实现
“互联网+居家养老”的无缝链接。
家住江岸区吉庆街的77岁李婆婆独
居，身患多种疾病的她行动不便，对于做
清洁、 洗被子这些小事都显得有点力不
从心。 现在，她需要有人来帮助她家做卫
生等自己力所不及的家务， 用手机或座
机拨通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电
话，表达了自己的需求。 十几分钟后，工
作人员赶来，清洗晾晒，将屋子收拾得干
净整洁。
硚口区宝丰街有些老旧楼房， 楼层
高、没电梯，老人上下楼不太方便，生病
后就医比较困难。 家住宝丰街孙爹爹老
两口八十多岁了，家住在6楼，一生病住
院就要请街坊邻里帮忙抬下去， 或者打
电话请医院救护车来， 每次都弄得很大
的动静，二老非常尴尬。 硚口区针对这类
情况， 邀请了全区400多名社区医生，为
老 人 提供 巡诊 问 诊等 线 上 线 下 医 疗 服
务。 住老旧高楼的老人不再担心生病就
医麻烦， 社区医生们的日常巡诊问诊让
老人们舒了一口气。

中心辐射整合
打通资源全面为老服务
中心辐射模式是指在每个街道选择
一个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或社区养老院
等设施，通过完善设施设备、引入专业服
务组织等多种方式，进行提档升级，接入
网络服务平台，打造成为“互联网+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街道“示范中心”），利用
服务中心的或平台整合的服务商将居家

服务辐射覆盖整个街道， 为辖区老人对
接开展如助餐、助洁、助医、远程照护等
居家为老服务。
天气渐冷， 在外地工作的子女担心
住在武昌区徐家棚街的老母亲身体不好
外出不便， 没想到街道工作人员主动家
访了解情况，帮王奶奶通过“互联网+居
家养老”平台订制了送餐、做家务。 老人
对社区这些服务很满意， 每次都给予好
的评价， 而老人的评价也是对服务人员
的重要考核指标。
记者走访武昌区徐家棚街时看到，
侨 亚 集团 整合 街 道周 边 多 个 服 务 商 资
源，以线上互联网平台为核心，以线下站
点为依托， 建立起街道级别的互联网一
体化调度中心，协调区域各类服务资源，
满足居家养老全方位需求。 老人可使用
手机或智能设备执行操作， 享受“一站
式”的多样化照护服务，主要包括老年社
交、劳务市场、居家养老、代购代缴、远程
智能看护等几大主要服务。

统分结合优化呼叫系统
充分对接养老需求
统分 结 合 模 式 优 化 完 善 现 有 各 区
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呼叫系统，鼓励支持
社会力量依据各区老年人群消费特点，
开发建设多样化网络平台 （门户网站、
手机APP、呼叫应答系统等），广泛吸纳
整合社会为老服务资源，形成有效覆盖
全区的居家养老服务及监管平台。 通过
平台统一接受老年人需求信息后，采取
统一服务规范和标准， 分类信息公布、

服务 抢单 、服 务派 单 等方 式，带 动 线下
服务分散开展，充分对接居家老人养老
需求。
家住青山区钢花街的82岁王爹爹退
休前是一位钢铁工人， 他和老伴最近都
逐步学会了使用呼贝。 子女在国外定居，
很难经常来探望二老， 但远在国外的子
女却通过呼贝系统设置了父母的吃药时
间、药量、药名，这样老人身上挂着的呼
贝每天就会按时提醒吃药，吃多少，吃什
么药都提醒得十分准确。 入冬以来，儿子
还给 王爹 爹 和老 伴 设 置 了 天 气 预 报 提
醒、喝水提醒，将贴心的照顾从远隔万里
的海外送到老人的身边， 安全区域设置
功能让儿子再也不会担心父母因记忆力
不好而走丢了。
呼贝智慧平台是青山区创新打造的
“互联网+居家养老”云平台，目前已经为
青山区3000名居家长者提供美好生活。
呼贝是适合老人的极简智能终端， 两个
按键，拥有通讯、定位、提醒、播报、钱包
五个功能。 可以进行通话及语音聊天，可
设置亲情号码， 开通非亲情号码拦截功
能，避免骚扰和受骗，可与绑定的手机互
动语音聊天；可实时进行安全定位，在关
联手机上显示老年人的行动轨迹。 可设
置安全区域， 当老年人离开安全区域时
自动给子女或其他关联手机发送信息；
能预设进餐、饮水、服药等多种事项关爱
提醒功能；会自动播报新闻、健康养生资
讯等。 还具有音乐戏曲下载播放、时间和
天气预报功能；可以现金或网上充值、签
约服务商刷卡消费，充值、消费自动语音
提醒。
记者余丹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