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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望“镜”生畏

江大附院
无痛支气管镜
检查告别痛苦

本报讯（钱小蔷 孙卉 杨
泠）在支气管镜探入咽喉部、声
门的过程中，受检者多伴有明
显的呛咳、喘闷、气促，甚至是
窒息感，一些患者正是由于畏
惧痛苦而耽误了检查治疗。近
日，同为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
的江大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麻醉科强强联手，常规开展
无痛支气管镜检查项目，患者
经过严密的监护，在镇静或麻
醉的状态下完成检查，整个过
程无知觉、无痛苦。

55岁的刘先生反复咳嗽、
咳痰两月余，有少量白色黏液
痰，偶有鲜红色血丝，胸部CT
提示：左肺下叶斑片影，考虑炎
性病变可能。经抗感染治疗
后，复查胸部CT提示：左肺下
叶实变，较前无明显吸收，恶性
肿瘤不能排除。刘先生来到江
大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医师黄汉鹏的专家门诊，黄
汉鹏诊疗后建议其做支气管镜
检查，以进一步明确病因。

可是刘先生有高血压病
史，提到支气管镜检查就格外
紧张。黄汉鹏告诉他，该院已
经开展无痛气管镜检查，和无
痛胃肠镜检查一样，由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和麻醉科医生配
合操作，患者在“睡着”的状态
下就可轻松完成检查。

近日，在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和麻醉科医生的共同配合
下，刘先生接受了无痛气管镜
检查，过程十分顺利，全程耗时
约20分钟。

江大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主任马国尔介绍：“常规支
气管镜并不是一种特别舒适的
检查项目，即便实施局部麻醉，
但患者仍处于清醒状态，紧张
和恐惧心理让很多患者对这项
检查望而却步。”麻醉科主任蒋
鹏说：“通过在检查期间为患者
实施有效的麻醉，可以避免患
者出现剧烈呛咳、恶心、呕吐等
不适反应。我们采用起效快、
作用时间短、恢复彻底的药物，
来保障支气管检查的安全性和
舒适性。”

据悉，不明原因的咯血或
痰中带血和慢性咳嗽，怀疑支
气管结核、气道良性和恶性肿
瘤；X线或CT检查异常患者，
肺不张、肺部肿块、肺部弥漫性
病变、支气管狭窄等均可行支
气管镜检查。此外，如果不慎
气道内吸入异物，可通过支气
管镜夹取；气道狭窄患者的球
囊扩张、支架置入以及气道肿
瘤患者病变组织的冷冻、激光
等都可以在气管镜下行介入治
疗。

男子为哄父母
伪造存单获刑

本报讯（王华 张驰川）“我
本意就是想让父母少为我操
心，没想到这事还触犯刑法
……”面对检察官的释法说理，
张某悔不当初。假装做生意赚
了大钱，找人伪造了 200 万元
存单哄父母开心的张某，本月
初因涉嫌伪造金融票证罪，被
扬中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今年 36 岁的张某大学毕
业后换了多份工作，2020年底
他从工厂辞职，送了一段时间
外卖后便一直赋闲在家，让父
母非常担心。

后来，张某靠做小生意赚
了几万块钱，在亲戚朋友面前
也算扬眉吐气了一回。为哄父
母开心，让家人相信他赚了大
钱，张某就想出了伪造存单装
富的主意。

2021 年 1 月，张某在网上
浏览到一则做假证的广告，联
系上了做假证的吴某。张某让
吴某为他制作一张存款金额为
200 万元的建设银行 5 年定期
存单，并通过微信支付了 450
元的制作费用。吴某根据张某
的具体制作要求，制作完成假
银行存单后邮递给了张某。

收到假银行存单后，张某
立即将存单交给母亲，宣称这
是他做生意辛辛苦苦赚来的。
张某说，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
之情把钱全都存在了父亲名
下，并让母亲不要声张好好保
管。张某母亲信以为真。

2022 年 2 月，张某母亲携
带这张银行存单到银行取款。
假存单被银行工作人员当场识
破并报警。案发后，张某在父
亲的陪同下至公安机关主动投
案，这场“乌龙”才真相大白。

张某、吴某伪造银行存单，
行为均已构成伪造金融票证
罪。2022年11月初，检察机关
依法对该案提起公诉，法院采
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最终判
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元；判处吴某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
万元。

本报讯（润法萱 翟进）从大
宗商品买卖到日常交易往来，“定
金”在买卖合同中被广泛运用。
然而因不同语境或细节描述有
异，有时合同中字面上的“定金”
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定金”。近
日，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厘清了该合
同中“定金”的真实含义。

此案中，A 公司因贸易出口

需要向 B 公司订购了 10 万副护
目镜，双方分别签订了 6 万副护
目镜和 4 万副护目镜的买卖合
同。合同签订后，6 万副护目镜
合同按约履行完毕。但在履行 4
万副护目镜买卖合同过程中，双
方因“定金”问题产生了纠纷。

由于国家政策变化，护目镜
不在海关出口范围之内，A公司
便与B公司协商，欲取消采购 4
万副护目镜，并要求B公司退还
已付款项 30 万元。但 B 公司认
为，合同中约定：“签订合同后
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预付总货款
总额的50%作为定金（可冲抵每
批次提货额 50%的货款） ”，故

该 30 万元系定金，不能予以退
还。

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合同中虽约定了“定金”字样，但
并未在违约条款中进行阐述。且
A公司在支付款项时明确备注30
万元为“货款”，B 公司对此未提
出异议。据此，法院依法认定该
30万元非“定金”而是预付款，作
出一审判决：B 公司向 A 公司返
还货款3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B
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日前，二审
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决。

那么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定
金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五百八十六条之规定：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
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的
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
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超
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实际
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
定数额的，视为变更约定的定金
数额。”

法官表示，定金作为一种法
定的担保方式，具有担保债权实
现的作用，在约定定金条款时应
尽到明确的提醒义务并明确约定
定金的性质，没有明确约定定金
性质，而仅仅写着“定金”二字的，
并不能起到定金罚则的效果。

本报通讯员 杨馨蕾 梅永生
本报记者 林兰

连日来，由京口区环卫所负
责实施的6座公厕新建和改造工
程，正在全速推进中。据京口区
环卫所所长张建玲介绍，这次新
建和改造的 6座公厕，被列入区
环卫所今年的“书记项目”，总投
资 120 万元，按照“提档升级、一
厕一景”的目标进行打造，目前
已进入扫尾阶段，本月中旬可交
付使用。

记者采访获悉，近年来，京
口区环卫所紧扣环卫工作最基
层、最平凡、最质朴的特征，以提
素质、强主业、亮品牌为主线，以

“三力”打造红色引擎，不断深化
“环卫先锋”品牌内涵，助推环卫
事业高质量发展。京口区环卫
所先后获评市、区文明单位；区
环卫所党支部先后获评市、区先
进基层党组织；涌现出一批省市
区劳模先进典型。

提素质
增强党建“凝聚力”

京口区环卫所扎实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
史学习教育等，结合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积极开展

户外党课、廉政教育等活动。依
托学习强国 App，增强新时代新
思想的系统化学习，支部党员学
习积分在全区城管系统名列前
茅，营造出比学赶超的良好氛
围。

切实加强阵地建设，区环卫
所通过“主阵地+微阵地”模式，
打造“1+N”党建阵地。以办公
楼为中心，依托环卫服务中心、
环卫综合体、环卫公寓、各处安
康驿站等场所，将支部阵地建在
环卫职工生产、生活一线，全力
打造“家门口”党建。今年以来，
区环卫所已开展各类活动 20 余
场，有效提升了工作人员的综合
素质。

强主业
提升党建“组织力”

京口区环卫所聚焦垃圾清
运、公厕管护、中转站运营三大
主业，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推动环卫精细化服务再升
级。更新购置各类环卫车辆 151
辆，处理垃圾手段和能力逐年提
升；加快环卫基础设施更新改造
步伐，新建谷阳路垃圾转运站 1
座，改造垃圾转运站7座；扎实推
进厕所革命，新建改造公厕80余
座，出新修缮公厕110余座，48座
公厕通过省级旅游公厕评定。

区环卫所还组建了一支党
员先锋志愿服务队，面对垃圾分

类、文明创建、疫情防控、雨雪防
冻等“急难险重”任务，党员先锋
志愿服务队冲在一线、吃苦在
前。据统计，今年以来，全所投
入志愿服务的力量已超400余人
次，累计服务时间超 1000 小时，
切实用自身的“辛苦指数”提升
百姓群众的“幸福指数”。

亮品牌
激发党建“活动力”

京口区环卫所以支部为单
位、党建为纽带，联合市区 20余
家单位互联共建，广泛开展大手
拉小手、垃圾分类宣讲、先锋志
愿行动等共建活动30余场，致力
环卫服务，传播环卫能量，树立
环卫形象。今年，结合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区环卫所联合相关
共建单位，成立“京口蓝”奔跑支
部，为京口打好蓝天保卫战贡献
环卫力量。

全面落实区城管局党委“门
前五包画出党建引领同心圆”书
记项目，区环卫所联合共建单
位，对责任路段商户开展专项整
治，实行全域管理，责任路段焕
然一新。以“先锋亮绩、积分管
理”为抓手，大力开展创建党员
先锋岗等评先树优工作，涌现了
一批岗位奉献、争创一流的先进
典型，其中1人获得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16人次获得省、市、区级
嘉奖。

这30万元是“定金”还是“货款”？
法院厘清款项性质为企业止损

京口环卫提素质强主业亮品牌

红色引擎助推高质量发展

由镇江博物馆制作，
以挖掘红色名人文化为题
材的微电影《勿离镇》正在
拍摄中。该片取材于1949
年4月22日这一天，爱国民
主人士陆小波在其居所回
拒了国民党当局四批军政
要员的“劝行”后，亲自指
挥轮船接送解放军过江的
历史故事。继去年《勿离
镇》剧目公演后，今年将拍
摄成微视频在线播出，不
断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
与感召力。图为摄制组在
陆小波故居拍摄。

王呈 戴琴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