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 月 14 日凌晨，遵义

市民路过城区湘江河添秀桥时，闻

听下方传出呼救声。 接到报警后，

民警将落水的六旬老太救起。 据

悉, 由于所穿羽绒服透水性差,老

太在水中漂流了 300米。

10 月 14 日凌晨 3 时左右，遵

义一位市民回家路过红花岗区丁

字口添秀桥时，隐约听到桥下河流

中有人呼救， 该市民仔细一看，发

现河道中有个人影在挣扎，于是立

即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红花岗公安分局

新华路派出所民警张海艾带领辅

警李昭梦等人，立即赶往现场。 到

达现场后， 通过老人发出的微弱

呼救声，民警找到老人所在区域。

为及时救起老人，辅警李昭梦

一边奔跑一边脱下衣服，跳入冰冷

的河水中：“老人家你坚持一下，我

马上来救你。 ” 李昭梦在奋力向老

人游过去的同时不忘安慰。

几分钟后，李昭梦游至老人身

边将其救起游回岸边，此时当地消

防和医护人员也赶到现场，众人合

力将老人救起送往医院。 经救治，

老人没有生命危险，但因在水上漂

的时间较长，身体受寒虚弱，仍需

住院观察。

据介绍， 这名六旬老太肖某，

住在红花岗区翠堤丽苑小区。 当

天凌晨在朋友家玩得较晚， 回家

过程中经过湘江河段时， 由于视

线不好， 在新华桥路段不慎滑落

水中。 老人说，当时街面已经没有

人，她落水后呼救并无人发现。 她

也记不得自己到底漂了多长时间。

所幸身上穿的羽绒服透水性差，加

之体重也轻, 她才没有迅速下沉，

在一边浸水一边下沉中往下游漂

了 300米左右后她被人发现获救。

（陈小翼 黄宝华）

老太坠河 羽绒服助她漂流300米

本报讯 日前， 安顺的冷女士

等 4 位女士接受美容手术遭遇了

同样的问题： 手术部位出现硬块，

甚至出现溃烂、脓肿症状。 据悉，她

们都是在当地同一家美容院接受

的溶脂减肥手术。

7 月 27 日，安顺的冷女士在朋

友的推荐下， 来到安顺市一美容

院，工作人员推荐她做溶脂手术时

称“不打针、不动刀、不吃药” ，但

是需要先办理会员。

工作人员介绍，会员费分一万

和两万等不同价位的套餐，从冷女

士的体型来看需要做 3 次以上，可

以办理一套 2 万元的会员套餐，冷

女士思考再三，便办理了该套餐。

据冷女士介绍，手术一周后她

身上现硬块，甚至出现溃烂、脓肿

症状。 她到医院输液时发现，类似

症状不止她一人。

一个星期过后，冷女士身上被

做过“溶脂” 的部位均出现了不明

硬块。

身体出现硬块，让冷女士对美

容院使用的药物产生了怀疑。 她

说，发现问题过后便找到美容院讨

要说法，但是美容院告知她，出现

硬块，可以采用热敷的方法消除。

冷女士采用热敷的方法试了

试，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并未见

效，甚至出现了发烫、溃烂、脓肿的

症状。

冷女士向美容院反映情况后，

被安排到安顺一社区医院输液，在

那里，冷女士认识了有着相似遭遇

的杨女士等 3人。

经协商，9 月 8 日，美容院为她

们安排到遵义博爱医院进行手术

治疗，与此同时，返还了冷女士等

人此前所办理的套餐费用。

本以为在博爱医院进行手术

切除后会有所好转，没想到旧伤未

愈，新伤又发。 9月 29日，冷女士等

四人均在工商及警方的协调下，转

院到安顺市一医院继续治疗。

据了解，杨女士目前在等待第

三次手术，因为第二次手术并不成

功。

据了解，杨女士等 4 人在做溶

脂时，使用的都是同一种药物。

除此之外， 让杨女士等四人更

后怕的是， 美容院营业执照上的注

册日期是 2018年 9月 20日。

目前，安顺市药监局、工商局

等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陈旭）

溶脂药物

本报讯 11 岁少年不幸突发疾

病，无钱医治。 危难时刻，云岩区筑

西学校的师生近日伸出援手， 筹措

资金 16500余元，帮他度过难关。

患病少年名叫李靖， 今年 11

岁，老家在黔西县，目前在贵阳市云

岩区筑西学校读五年级。

李靖的母亲陈启云介绍，9 月

26日李靖被确诊为左侧丘脑区脑出

血，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9月 27

日，经过两次手术，病情得到控制。

据了解， 陈启云与丈夫离婚多

年，目前在一家医院当护工，抚养两

个孩子。 目前，家里筹集的 7.3万元

钱已经快花完了， 一家人都在为孩

子的第三次手术费用着急。

得知李靖的遭遇后， 筑西学校

的校长吴世杰带着学校老师代表，

前往医院探望。

10月 12日，在吴世杰的呼吁和

带领下， 该校为李靖第三次手术募

捐资金 16500余元。 （张鹏）

本报讯 10 月 14 日，一辆运载

砂石的重型货车行经 G326 国道遵

义新蒲境内的便道时发生侧翻。 在

事故发生瞬间， 该车驾驶人及时从

车内跳出，货车随后翻至下方国道，

造成交通中断。

当天上午 9 时左右， 这名货车

驾驶人徐某， 驾驶这辆重型货车满

载数十吨砂石， 由新农场方向沿工

程便道往永合搅拌站行驶。 当车辆

行至新蒲新区三渡镇泥巴石（小地

名）路段的便道时，因操作不当车

辆发生侧翻。

接到报警后， 遵义市交管局三

大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处置。“所

幸的是徐某的货车翻落时， 下方没

有车辆经过，没有导致人员伤亡。 ”

三大队民警说。

惊魂未定的徐某看着车头落

地、车身倒扣在国道上的货车，暗自

庆幸自己躲过一劫：“如果不是及

时跳车， 自己肯定被困在驾驶室里

了。 ”

经过近 7 小时的救援， 被阻断

的 G326国道恢复正常通行。事故的

具体原因， 交警部门还在进一步调

查中。 （本报记者 黄宝华）

翻车瞬间

司机跳车逃生

经过 7 小时的救援，G326

国道新蒲段恢复通行

两辆车相撞

致多人受伤

本报讯 10 月 14 日凌晨，在贵

阳市观山东路往蛮坡加气站匝道附

近， 一辆出租车与一辆面包车发生

碰撞，事故导致多人受伤。

当日凌晨 4时 58分，在接到调

度后， 贵阳消防贵开路中队立即出

动一车六人前往处置。

消防救援人员发现， 事发路段

为一个小弯道，当时正下着雨。一辆

贵 AU 牌照出租车停在观山东路进

城向的路中， 车头及副驾驶位置严

重受损。 另一辆贵 F牌照的面包车

横在观山东路进城向的路中， 车头

受损面目全非。 一名男性伤者躺在

出租车旁边的地上，身体多处受伤。

此外， 面包车驾驶员和两名乘客被

卡在变形的车内，急需救援。

现场参与救援的一名出租车司

机称， 出事出租车包括司机在内共

有 3人，两名乘客坐在后排。面包车

上有多人受伤， 几名路过司机看到

后，及时报警并自发参与救援，将面

包车内未被卡住的伤者救出。 急救

车赶到后， 先将一部分伤员送往医

院救治。

经现场勘查后， 消防救援人员

随即展开施救。 指挥员根据现场被

困人员受伤程度， 命令警戒组对周

围无关人员进行疏散。随后，救援组

首先利用液压破拆工具对面包车驾

驶员进行救援， 随后依次对副驾驶

和后排座椅人员进行救援。

凌晨 5时 45分，经过近一个半

小时的紧张救援， 第一个被困人员

被成功救出， 随即送往医院进行救

治。 5 时 53 分，成功救出第二个被

困人员，紧接着 6 时 01 分，成功救

出第三个被困人员， 并送往医院进

行救治。

目前， 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

查中。

（本报记者 张鹏）

2018�年10月16日 星期二

社会

SHEHUI

A

08

编辑／版式 鞠平 校对／ 周少俊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贵阳孔学堂将在明伦堂举办传

统文化活动，现征集热爱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市民朋友参与。

文化软实力思考系列讲座（七)

����时 间：10 月 20 日（周六）09:

30--12:00

����主 题： 外在愉悦与内在享受

--关于人生幸福的辨析

主讲人：徐 圻（贵阳孔学堂学

术委员会执行主席；贵州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贵州省哲学学会

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

津贴和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贵州省首批 "核心专家 "）

时 间：10 月 21 日（周日）09:

30--12:00

����主 题：藏书与文化传承 -- 以

苏常为中心

主讲人：武秀成（南京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献学系主任。

1998 年任韩国庆州东国大学客座讲

授。 2006年至 2012年任南京大学文

学院副院长、文献学系主任。 2013年

任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专任外

国人教授。 专著有：《旧唐书辨证》

《陈振孙评传》《嵇康诗文》（译注）

等；发表论文有：《< 旧唐书 > 至乐楼

抄本与叶石君校本考略》《< 旧唐书

> 点校本承袭殿本臆改例说》《〈新

唐书·艺文志〉" 著录 " 探源》 等数

十篇。目前主持国家级 "二十四史与

《清史稿》 点校本修订工程 " 之 "

《新唐书》点校修订 " 项目，承担江

苏省社科重大项目《江苏文库·文献

编》史部主编工作）

报名方式：

1. 微信报名：用户需要在微信

搜索 " 孔学堂 "， 或手动输入微信

号：gyconfucianism， 添加并关注 "

孔学堂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

"讲座报名 " 即可进入报名系统（适

用于高校学生听课修学分及市民网

络报名）；

2. 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阳

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动科

进行现场报名；

3. 市 民 电 话 报 名 ：

0851--83617687

���� 4. 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

0851--86699033

����报名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

--10 月 19 日 （上午:09:30-12:00��

下午:13:30-16:30）

温馨提示：讲座结束后，市民可

将自己听完讲座的感悟和对国学的

独 到 见 解 发 送 至 孔 学 堂 邮 箱

（gykxt928@163.com） 或贵州名博

(blog.gog.com.cn)， 优秀的文章我

们将在孔学堂官网和贵州名博进行

刊登，另外还可以加入贵阳孔学堂国

学公益讲座听众交流 QQ 群进行讨

论，群号为：159532784。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8年 10月 15日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活动公告

在朋友介绍下,她们去了一家美容院做“溶脂”

2万元减肥 惹上一身疙瘩

贵阳市观山东路

少年突发重病

师生伸援手

为他筹善款

患者身上长起了疙瘩

事发凌晨 3时许，后经民警救援脱险

救援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