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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
峰）“我买年货回来的路上被抢了1500
元。”家住鸡西市的韩女士在年前置办年
货时，竟在白天遇到了醉酒男子持刀抢
劫，韩女士便将身上的1500余元现金全
部给了犯罪嫌疑人。回到家后她马上报
警，警方仅用5小时便将犯罪嫌疑人抓
获，并在次日将钱款归还给韩女士。

10日中午，韩女士拎着大包小裹的年
货上楼回家时，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突然
从其身后出现，一把拽住她的胳膊。“把你
的挎兜给我。”男子说。看到男子手里拿
着刀，韩女士冷静地说：“我把钱包给你，
你别伤害我。”男子便一把抢过内装1500
余元现金钱包后，转身逃走。

了解情况后，鸡西市公安局鸡冠分局
迅速部署。民警详细询问受害人的同时，
调取案发现场周边视频监控。经排查后
发现，犯罪嫌疑人在逃离现场后出入几家

商场，又进入一家浴池。确定了犯罪嫌疑
人行动轨迹后，当天17时，民警前往该浴
池，将在二楼大厅休息的犯罪嫌疑人抓
获，并从其身上缴获未来得及挥霍的
1000余元赃款。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当天
中午他在一个小酒馆喝完酒出来，看见拿
着年货的受害人在前面走，借着酒劲便萌
生了抢劫的念头。便一路尾随受害人至
住处附近后，实施了抢劫。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大白天持刀抢劫
5小时就落网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记者黄迎峰）
齐齐哈尔市一男子，是快递分拣中心的分拣
员，在分拣过程中他竟动起了歪心思，凭借
自己的“经验”和“手感”，专挑体积小价值高
的手机快递下手，盗窃手机10余部。

9日，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光
荣路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快递分拣中心报
警，称丢失多件手机包裹。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刻到现场走访调查，通过查看监控
录像和询问员工，发现分拣员刘某在分拣
快递过程中，趁四周无人注意，偷偷将一

个包裹放在脚边，随后用工作服把包裹包
起来后带离工作区域。

民警将刘某传唤至派出所，在事实和
证据面前，刘某对其盗窃事实供认不讳。
原来，刘某在快递分拣时，看到传送带上
的包裹外包装，凭着职业经验和“手感”分
析装的可能是手机，由于自己手头紧，就
动了歪脑筋，将包裹藏在工作服内带走。
经审讯，刘某对其盗窃手机10余部，价值
共计两万余元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
人刘某已被依法处置。

快递分拣员手头紧

10余部手机“拣”进自己兜

生活报讯 (王甦 高军震 记
者王秋实）哈尔滨市女孩小淳，
一直很努力学习，但是最近家长
却发现孩子出现斜肩膀的情
况。难道是孩子坐姿不正确、时
间太长导致的？去医院检查后
发现，竟是由于斜方肌张力过高
所导致，医学上称这种高低肩为

“假性高低肩”。那么，如何分辨
“真假高低肩”？22日，记者联
系到哈尔滨市第五医院体态矫
正中心孙晓蕾治疗师长。

“写作业坐直了，挺直腰板儿
……”，小淳今年13岁，她的妈妈
一直特别重视她的体态。但最近
小淳妈妈发现女儿出现斜肩膀的
情况。“开始以为是坐姿不正确导
致的，于是，我每天都让孩子靠墙
壁站半个小时，过了一段时间发
现并没有任何好转，斜肩反而越
来越严重。”小淳妈妈说。于是她
带着女儿来到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体态矫正中心，孙晓蕾治疗师长
为小淳进行了查体，诊断为特发
性脊柱侧弯。但是，医生从小淳
的等比例片子上观察到她的两侧
锁骨在同一水平线上，不应该导
致角度如此大的高低肩。通过进
一步查体认为是一侧斜方肌张力
过高而导致的“假性高低肩”。

“部分家长认为不直溜或是
斜肩膀都是脊柱问题导致的。
临床上还有一种斜肩膀是由于
斜方肌张力过高所导致，医学上
称这种高低肩为“假性高低

肩”。孙晓蕾说。
那么高低肩是如何产生的

呢？真假高低肩又怎么辨别
呢？孙晓蕾介绍，高低肩产生的
原因有很多，如脊柱侧弯、骨盆
倾斜甚至下肢疾病如膝内/外
翻、单侧足弓塌陷引起的一侧力
线不正都可以引起高低肩的出
现。而“真高低肩”就是在非等
比例x线中可以观察到中立位
下双侧锁骨不等高的现象，上述
疾病都可以产生真性高低肩；而

“假性高低肩”则是在非等比例
x线下双侧锁骨等高但外观却
看着双肩不等高的现象。这种
现象通常由于患者日常习惯姿
势导致一侧肩部肌肉紧张，长时
间肌张力高导致的肌肉增厚而
表现出来的。由于小淳平时异
常坐姿导致她斜方肌张力变高，
从而导致出现“假高低肩”。医
生们采用MNT筋膜刀进行治
疗，治疗后孩子高低肩得到明显
的纠正。

13岁女学生斜肩膀
一查竟是假性高低肩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文/摄）22日，哈尔滨
市香坊区司徒街59-1号四单元203室的居民刘
先生通过本报热线反映，自己家的下水堵了数年，
厨房无法正常使用下水，给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当日，记者从负责该地区的三辅社区了解到，社区
已经到居民家中核实了情况，并督促物业立即处
理。

当日，记者来到刘先生家中，一进屋就看到屋
子中间摆着一个小水缸，一个水龙头装在墙上，水
龙头上的管子直接搭到水缸里，水缸旁边放着一
个小水桶。在水缸旁边的墙角里，有一根铁管，刘
先生告诉记者，这跟管子就是厨房的下水管，现在
这跟管子已经堵到楼顶了，根本无法使用。

据刘先生介绍，2016年之前房子是老人居
住，那时候厨房的下水管就经常堵，当时因为这事
也没少找物业，但一直没人管。2016年之后，刘
先生两口子住进来后，下水管就彻底堵得没法用
了。刘先生给记者看了一张照片：“这是前几年拍
的，水管堵得没法用，而且都堵到了三楼，楼上返
水把我家都给泡了，我去找物业，物业也来过，但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之后，厨房就根本没法用了，
没办法我就把厨房改到了阳台上。”

刘先生的妻子说：“不怕你笑话，你看看现在
谁家还用水缸。我们真是没办法，下水不好使，我

们只能用水缸接水，刷碗、刷锅的水就用这个小水
桶接着，水满了就倒进马桶里。今年过年家里来
了客人，看到我家这样都笑了。我女儿觉着憋屈，
也去找物业，但是物业根本不管。现在这根管子
一直堵到楼顶了，这一串所有人家厨房下水都没
法用。”

随后，记者来到负责该地区的三辅社区，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该楼由先锋物业负责，社区已经接
到居民的反映，也到居民家中核实了情况。同时，
社区也于当日和先锋物业站负责人进行沟通，督
促物业立即处理。社区工作人员随即又拨通了物
业站负责人的电话，向其询问进展，物业负责人表
示，将会立即到居民家中查看情况，目前已经与居
民沟通，正在计划解决方案。

司徒街59-1号四单元居民反映

厨房下水堵数年 污水只能用桶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