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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跑社区

烧烧水水时时发发癫癫痫痫，，柴柴火火引引燃燃全全身身
宁阳一女子极重度烧伤，村民捐款七千多但治疗得需70万

本报泰安4月9日讯 (记者
路伟 ) 8日上午，宁阳县华

丰镇永义村村民许延在家烧
水时，癫痫病复发，柴火引燃
衣服，被人发现时身上已经多
出着火。医生检查后，发现除
了脚部部分皮肤完好外，全身
被烧伤，面部和胸部被烧焦。

8日上午，宁阳华丰镇永义
村村民曹广水像往常一样出门
上班。9点多，曹广水的妻子许
延生火烧水。许延从小患有癫
痫病，烧水期间恰好癫痫病发
作，她倒在地上一直抽搐，炉子
里的柴火引燃许延的衣服，随
后几乎烧遍身体。

9日上午，记者在泰医附院
重症监护室外，见到许延的家
人。许延的丈夫曹广水和女儿
曹玉从8日下午开始，就一直守
候在病房门外，邻居和亲戚得
知后也赶往医院。

“昨天我出门上班，孩子在
家里睡着了，刚开始没发现她
被火烧。”曹广水说，女儿曹玉

发现她身上已经多出着火，赶
紧叫来邻居帮忙灭火。

“孩子吓坏了，上街上给邻
居们磕头，说救救她妈。”曹广
水的一名邻居说，当时许延身
上仍在燃烧，邻居们从井里抽
上来凉水将火扑灭。“当时我妈
整个身体都是黑色的，我叫她
也不答应。”曹玉边哭边说，因
为没能及时发现母亲身上着
火，她感到挺自责。

身上的火被扑灭后，许延
被送到当地医院治疗，由于伤
势太重，当地医院束手无策，
立即联系了泰医附院的救护
车。“到医院后，患者被紧急送
到重症监护室，发现这名患者
除了脚部部分皮肤外，全身都
被严重烧伤，面部和胸部最严
重，已经烧焦，属于极重度烧
伤。”重症医学科主任韩承河
说，由于伤势太重，现在只能
通过麻醉缓解患者的疼痛，现
在还没渡过危险期，正在全力
救治。医生说，要想治好大约

要花费七八十万元。
永义村村支书吴殿安说，

这个家庭发生意外后，村委通
过广播动员村民捐款，“有的捐
了200元，有的捐了几十元，大
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奉献爱心，
已经募集善款近7000元。”

曹广水介绍，许延今年47

岁，从小就患有癫痫，常年靠
药物维持。因为家里贫困，今
年17岁的女儿曹玉从初一就
辍学在家照顾母亲。“现在家
里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元，她
每个月光吃治癫痫病的药就
要花一二百。出了这么大的
事，家里东拼西凑凑了第一天
的医药费，后面的医药费现在
还没头绪。”说到这，曹广水不
住地擦眼泪。

曹玉说，看着母亲这样太
痛苦，还需要太多钱给母亲救
命，如果有爱心市民想帮一把，
请汇许延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账号：6217 9946 3000 0228
169。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闫克杭 ) 青山花园
有住户自己买水泥、沙土，把小
区内绿化草坪改造成停车位。
情况最严重的北侧两排楼之
间，原本的绿地已经有一大半
被改成车位。

9日上午，记者接到青山花
园某居民电话，反映小区内绿
化草坪被改造成了停车位。记
者来到青山花园发现，小区内
不少绿化草坪已经被铲平，铺
成了水泥地面。主干道以西，留
着大约两米宽的草坪，而在主
干道东面，只剩下中间不到一
米宽的土地，而且已经种上菠
菜、葱、蒜苗等蔬菜。

“以前有绿化草坪的时候，
还有点小区的样子，现在都成

了水泥的停车位，一点感觉都
没了。”小区一位居民说，草坪
是公共财产，用来绿化环境，怎
么能说改就改了呢。

据了解，这些停车位都是
业主自行施工建成的，从去年
五六月份开始有第一户居民
自己买了水泥、沙土，将门前
的草坪改造成车位以来，周围
其他居民也纷纷效仿。到现
在，小区最北侧两排楼之间的
绿地有80%被改成了停车位。

“停车位标线比较细，而且弯
弯曲曲，一看就是直接拿油漆
刷上的。”

据了解，青山花园小区大
约有200户居民，大部分都有
车，但规划建设的车库只有20

多个，露天停车位也不多。

青山花园公共绿地
多处变成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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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绿地，已经被停满汽车。 本报见习记者 闫克杭 摄

曹玉站在重症监护室外，直盼着能看母亲一眼。 本报记者 路伟 摄

大乐透 第 14040期

12,15,21,30,33 + 02,08

排列3 第14091期 4,9,6

排列5 第14091期 4,9,6,7,9

（孙静波）

福彩3D 第2014091期 4,9,5

七乐彩 第2014040期

01,09,16,19,25,28,30 +11

23选5 第2014091期

03 12 16 20 21

（孙静波）

9日清早，环卫工人李师傅拿着长柄网筐打捞落
入南湖中的柳絮。柳絮把湖面盖了厚厚一层，植保专
家称，柳絮不会影响鱼类生存，还得飘半个月左右。

本报见习记者 李茜 摄

柳絮染湖面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
者 赵兴超 ) 宁阳王女士去
年年底缴纳80元新农合保费，
今年年初才被告知“不能办
理”，但80元保费一直没有退
回。宁阳县新农合办公室工作
人员表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不
能重复参保，核对完重复参保
的1万6千人后，将退还保费。

“我们的新农合保费交上三
四个月了，怎么说不给办就不给
办了？”9日，宁阳县磁窑镇居民
王女士拨打本报热线电话称，办
理新农合时遭到拒绝，而之前交
上的保费迟迟不给退还。

王女士说，去年12月份，缴
纳了80元的2014年新农合医保

费用。今年1月份，王女士接到
县新农合办公室的电话通知，
告知不能为她办理新农合了。

“说我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就
不能办新农合。”王女士说，只
想拿回保费，可一直等了三个
多月，她交上的80元费用也没
有退回。

王女士家在磁窑镇，工作
地点在县城一家企业，周围有
几位工友也都是同一个情况。
据工友们反映，周围村子也有
这样的问题，基本都没拿到应
该退还的保费。居民们纳闷，钱
是不是拿不回来了？

9日，宁阳县新农合办公室
工作人员对该问题做出了解
释。一位薛姓工作人员表示，王

女士这类情况属于重复参保，
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
立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
见》规定，今年起将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进行整合，建立全省统
一、城乡一体的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也就是说，居民只能
参保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三者中
的一个。

经过统计，宁阳县2014年
80多万参保居民中，有1万6千
名居民属于重复参保。目前，各
乡镇正在核对名单，对重复参
保的居民，将让居民自己选择
其中一种保险。所缴纳的新农
合保费，将在统计清楚后退还。

新新农农合合办办不不了了，，保保费费啥啥时时退退
部门答复：宁阳1 .6万人重复参保，核对完后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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