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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86633355“我
那个代班驾驶员表现好不
好，有没有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我的手术很成功，
没什么可担心的。就是马
上要春运了，我可能赶不及
今年的‘温暖常州路’活动
了 ⋯⋯ 你 们 一 定 要 按 时 吃
饭，好好吃别图快⋯⋯”1 月
3 日上午 10 点多钟，正在市
二院普外科住院的爱心的哥
尹荣良，看到来探望他的常
州吉达出租车公司总经理金

洁，和公司诚信车队李爱冬
队长等7位兄弟时，一下子滔
滔不绝起来，精神状态也好
了很多。

李爱冬介绍，54 岁的尹
荣良是“常州晚报爱心车队
联盟”的一名爱心的哥，也是
车队里最年长的队员之一。
一直以来尹荣良都表现优
异，积极参与爱心接送活动，
特别是联盟组织的各类爱心
活动中，总是少不了他的身
影。“他对亲戚和乘客都很用

心，舅舅在上海做手术，是他
来回接送。遇到残疾乘客或
出行困难的老人，说一声他
全送了。可唯独对自己的身
体没有用心。”

去年 12 月的时候，尹荣
良在开车时发现胃部非常难
受，可只要下车站直了走几步
就好了，就没当回事。没想到
胃部越来越难受，他就到医院
来查，以为是小毛病，谁知医
生说是胃癌。2018 年 12 月
27 日，他被切除了 2/3 的胃。
通过这些天的治疗，身体正在
逐渐好转。

金洁和李爱冬给尹荣良
送来鲜花和慰问金，让他安
心休息。金洁表示已经给所
有驾驶员安排了一次体检，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身
体。

李爱冬代表全体队员告
诉尹荣良，今年的春运爱心
活动，他是肯定赶不上了，不
过没关系，队友们都会带着
他的份好好做的，一定会给
老大哥和公司长脸。

（金洁 舒翼 图文报道）

爱心的哥患病住院，还惦记着“温暖常州路”
同事表态：放心，春运爱心活动我们帮你做

本报热线 86633355 近
日，“常州晚报爱心车队联盟”成
员，常州巴士出租车公司的两名
驾驶员，分别将突发高烧的5岁
男孩和客人遗忘在车上的手提
包送到了医院，送还给了失主。
记者昨天从公司了解到，男孩的
父母和手提包的失主，分别在事
后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

男孩的父亲周金浦回忆
起那天的事情，依然有些后
怕。“2018 年 12 月 7 日上午，
我儿子发热到了 38 摄氏度
多。我那会儿已经上班去了，
妻子就一个人带儿子去了邹
区的医院看。”医生查下来发
现热度降下来了，建议先回家
好好休息，不要急着挂水。妻
子就带着儿子回家了。

刚从公交车上下来，才在
路上走了一小会儿，儿子就突
然站不稳了，不但神志模糊，
身体还出现了抽筋反应。妻
子一摸儿子的额头滚烫，顿时
急了。她抱着儿子正在六神
无主之时，突然发现路边有辆
出租车开过来，于是立即追过
去大喊求助。

这辆出租车是巴士公司
营运二公司的苏 D3166X 出
租车。当班的姐任晓玲说，
当时是中午 11 点左右，她送
客人去邹区，正准备返回的
时候，看到一名女子抱着个
小男孩往她这边追，于是立
即靠边停车，得知小男孩高
烧抽筋，任晓玲立即让母子
俩上车，打开双跳灯并报110
说明情况，一路驾车直达市

三院。到院后，任晓玲帮着
将小男孩送进了急诊室。看
到小男孩得到了及时救治没
有大碍了，任晓玲悄悄开车
走了。等周金浦的妻子放松
下来，才想起车费还没付，再
找时出租车已经不见了。

后来，周金浦通过96196
找到了热心的姐任晓玲，为感
谢她的救死扶伤，专程制作了

“乐于助人好人好报”的锦旗，
2018 年 12 月 23 日一早就送
到了公司。

也就在当天晚上 8 点 50
分 左 右 ，任 晓 玲 的 同 事 苏
D2862X驾驶员胡金方，在车
上捡到了一个手提包，及时
归还给了失主。

胡金方说，当晚他在武
进湖塘阳湖菜场附近，接到
了多名男女，送到了湖塘美
林浴场附近。他闻到客人身
上都有些酒味。客人下车
后，他就继续运营，无意中回

头看了下后座，发现有一个
女式手提包掉在了座位上，
便妥善保管好。

第二天，失主曹女士便通
过96196找到了巴士公司，一
问手提包被的哥好好放着呢，
这才放下心来。很快胡金方
便把手提包送到了曹女士位
于武进湖塘的家里，包里的
2500元现金、5张银行卡和身
份证等财物分文不少。

曹女士说因为当晚和朋
友们晚饭喝了点酒，结果下车
时把包给忘了，能够找回来让
她真的很开心，她对拾金不昧
的的哥胡金方深表感谢。

（张丽华 舒翼 图文报道）

面对急病的5岁男孩和客人遗忘的手提包

两位爱心驾驶员有个一样的选项：送！

本报讯 新米上市，很多人家
都开始自酿米酒。近日，新北区春
江镇的杨先生就酿了米酒喝，但他
一时贪杯多喝了点，随即他的胃就
发出严重抗议，1 小时内呕血将近
500 毫升，到市四院急诊时，已经
临近休克状态。所幸抢救及时，目
前患者病情稳定，在市四院消化内
科接受治疗中。

据了解，元旦当天中午，31 岁
的杨先生在家庭聚餐过程中，多喝
了几杯自酿的米酒，随即就出现了
头晕、心慌、恶心、呕吐症状，当时
以为只是一般的饮酒过量后醉酒，
休息一下会好的。谁知，过了一个
小时左右，杨先生从嘴里吐出了咖
啡色液体，伴有血腥味，他胃部也
一直隐痛不适，到后来他呕吐出来
的液体也变成了暗红色。前前后
后，杨先生一共呕吐了十几次，胃
里的东西基本上倒空了，这下他才
意识到自己病得不轻，连忙到市四
院急诊抢救。他到医院的时候，已
经有点意识不清了。市四院急诊
立即为患者对症治疗后收住入院

作进一步的治疗。元旦当天晚上，
四院急诊还抢救了一例因为醉酒
后呕吐，因无人照看而发生窒息的
患者，等家人发现后送到医院的时
候，患者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市四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傅颖
介绍说，逢年过节时，医院急诊救
治最多的是醉酒患者，最轻的是急
性酒精中毒，大多会伴有胃肠道症
状如出现恶心、呕吐等，一部分人
会出现上消化道出血、食管损伤
等。“醉酒者身边一定要留人照看，
一旦出现呕吐时一定要让他侧卧
位，千万不要趴着或者平躺着睡，
否则容易出现呕吐物误入气道而
发生窒息的悲剧。”傅颖介绍说，其
实每年因为喝醉酒发现情况不妙
再将患者送医院时，十之八九在其
气道内有胃内容物，简而言之就是
呕吐物进入气道。

傅颖提醒说，马上就要到春节
长假了，亲朋相聚，酒是少不了的，
如果身边真有人喝醉酒了，一定不
能让他单独醒酒。

（杜蘅 汤怡晨）

医生提醒：如果身边有人喝醉酒了，一定
不能让他单独醒酒

男子喝自酿米酒，呕血近500毫升休克

本报讯 近日，48岁的陈女士
（化姓）在接受换药后得知她的生命
体征恢复正常、植皮手术非常成功，
露出了两周来的第一次微笑。此
前，她因火焰重度烧伤达30％面积
而未及时就医导致严重并发症（急
性肾功能不全）及创面感染而险些
丢命，经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
常州院区（原第102医院）全力救治
后，终于脱险。

陈女士平时一个人独居，上月
14日晚上，女儿到其家中时发现她
从脖子往下满是焦黑或糊烂的伤
口，意识模糊，浑身无力，随即送至
第904医院常州院区救治。后来得
知，陈女士在前几天由于意外，身上
的衣物着了大火，自己扑灭后没有
及时就医。

据第904医院烧伤科医生林侃
回忆，陈女士被送到医院时已处于
病危状态，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精神
萎靡，意识不清，面颈部、双侧上肢、
前侧躯干以及背部共约30%烧伤，
其中28%属三度烧伤，2%深二度烧
伤，有的创面焦黑如皮革，有的已渗
液，基底苍白有异味，感染严重。经
进一步检查后发现，陈女士并发急
性肾功能损害，无尿，肾脏指标严重
超标，情况非常危急。经与家属沟
通后，行气管切开，以开放气道，并
对创面进行紧急处理。

为使陈女士得到更好救治，第

二天，第 904 医院苏州院区烧伤科
专家就赶到常州进行会诊。考虑患
者经济困难，在两个院区专家共同
研究后，利用保守疗法使患者肾功
能恢复正常。“患者生命体征波动较
大，感染严重，如果当时不进行及时
处置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据苏州院
区烧伤科主任谢文忠介绍，根据创
面情况判断，火焰三度烧伤面积近
30%，且受伤后时间至少已有3天以
上，没有及时就医，为后期治疗带来
很大难度，经过初步处理后，待身体
条件具备，后期需要进行多次削痂
和植皮手术。

之后，谢文忠又先后 3 次来到
常州院区，为陈女士进行手术。在
常州院区和苏州院区烧伤科医生的
共同配合下，陈女士先后接受削痂
手术和植皮手术，在上月25日实施
的邮票状植皮手术中，两个院区6名
医生用了8个小时，将从陈女士大腿
取下的皮肤分为无数小片进行特殊
处理后，再移植到受伤部位，取皮面
积22%，覆盖植皮面积达28%。

在治疗过程中，医院尽可能节约
费用，减轻陈女士负担。据谢文忠介
绍，能一次做完的手术，都是争取一
次做完，尽量减少手术费用，就连清
创用的消毒水都是医生用最便宜的
药物自配的，而敷料、固定绷带等材
料也尽量不用厂家的成品，都是医生
用无菌纱布自制的。（王之辉 徐丹）

送医后，第 904 医院常州、苏州院区烧伤
科专家齐施妙手让她转危为安

重度烧伤30%，竟在家扛了好几天

金洁（右二）和李爱冬（右一）等公司同仁看望尹荣良

失主给公司送来锦旗，感谢胡金方送还手提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