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三都县一男子因

醉酒，不慎坠入路边深坑，当地公安

以及消防联手将该其救出送医。

12月 1 日 22 时许， 有群众向

110 指挥中心报警称， 莫家寨一男

子坠入路边深坑，急需救援。该县公

安巡特警赶到现场发现， 一名男子

躺在路坎下一狭窄的水坑污泥里，

无法动弹，情况十分危急。

由于水坑较深， 民警所带设备

无法将该男子救出， 遂立即向指挥

中心汇报现场情况， 请求消防队员

前来救援。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后， 经过一

番努力，终将该男子成功救出。

随后， 救援人员将男子抬上在

一旁待命的 120 救护车， 送往医院

进行救治。 （张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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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几天，在遵义市务川

自治县黄都镇云丰村，当地村民正冒

着严寒，在地里种下菌种包。 明年清

明上市时，这种菌子一斤最高可卖到

80元，加工后的干货销往长三角、珠

三角地区，每斤可卖到 1200元。

这种菌子就是羊肚菌， 一种优

良的食用菌，味道极为鲜美。

11月 30日，在黄都镇云丰村羊

肚菌基地，67 岁的王贻库站在寒风

中，指导村民们栽种菌包。

来自浙江的王贻库， 是务川安

博农业科技发展公司的负责人，村

民们习惯称他“老王” 。 2017年，王

贻库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黄都，

看到这里的生态环境后， 他决定不

走了，从村民手中流转上百亩土地，

种起了羊肚菌。规模扩大后，王贻库

还在云丰建起了厂房。

据了解，地处凤冈、正安、务川

三县交界地的黄都是全省十大坝区

之一， 坝区总面积达 4544.3 亩，境

内河流众多，森林覆盖率超过 63%，

且没有任何工业污染。

“这里的生态实在太好了，是个

养人的地方， 适合羊肚菌也适合

我。” 老王说，在这里，他可以一边养

老，一边发展产业。

云丰村党总支副书记杨茂强说，

2018年清明， 云丰村的第一批羊肚

菌初上市时，每斤可卖到 80元，供不

应求。 按平均每亩产 300斤，均价 50

元计算，每亩地可收获 15000元。

“而且，烘干后的羊肚菌，经过

长途运输被销往长三角、 珠三角地

区，每斤最高可卖到 1200 元，最便

宜时也值 600 元。 该产业已带动不

少百姓脱贫。 ”杨茂强说。

50岁的村民黄声维， 就是因此

脱贫的农户之一。2014年，黄声维因

家中有残疾人、 有子女上学等原因

成为贫困户，当地发展羊肚菌后，她

将自家的 2 亩地流转给老王， 又以

到基地务工等形式获得收入， 逐步

脱贫。

云丰村副主任黄素介绍， 目前，

云丰村的羊肚菌已发展到 700亩，覆

盖当地贫困户 236 户 872 人，2017

年，当地村民仅务工、土地流转收入

就超过 90万元， 贫困户户均仅劳务

收入就超过 1600元。

此外， 羊肚菌基地还通过高粱

或水稻轮作种植的形式， 让每亩地

多收入数千元，提高了土地的产值，

增加了百姓的收入。 （黄宝华）

务川羊肚菌 一斤可卖1200元

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相关种植产业带动不少群众脱贫

本报讯 11月 28日， 遵义一位

孕妇刚下车来到医院大厅， 婴儿就

迫不及待地探出了脑袋。 危急时刻，

遵义市妇幼保健院的一位妇科护士

冷静操作， 与该院保安迅速将她送

往产科，助其顺利生产。

26岁的穆珊女士住在遵义市汇

川区，11 月 24 日是她二孩的预产

期，但孩子在肚子里一直没动静。

11月 28日早晨 7时许，已过预

产期的穆珊突然有了临产征兆，她

感觉孩子可能要出生， 于是让家人

驾车前往遵义市妇幼保健院， 一路

闯红灯赶往医院。

穆珊的丈夫曾鹏说， 车停在保

健院住院大楼前时， 妻子已经无法

站立，更没法下车了。

医院内监控显示：在大楼前，家

属手忙脚乱地拿衣物， 几名保安推

来了一台平车将产妇扶至车上时，

婴儿的头部已出来了。

这时正是 7 时 20 分左右，刚上

班的妇科护士刘祝走到大楼前听到

家属的呼叫后，来不及换衣服，立即

走过去查看。

发现情况紧急， 刘祝来不及多

想，走过去将穆珊扶住，然后拨打产

科电话，让他们做好接生准备。

因担心从楼上拿平车来不及，

她拨打了保卫科的电话， 让值班的

保卫人员推来一辆平车。

两分钟左右，保卫人员刘远财、

袁刚、李益刚、万凯等人推来平车，

并在家属配合下将产妇抬上平车。

此时， 来上班的该院宣传科工作人

员徐庆赶紧帮他们按了电梯。

进入电梯后， 刘祝发现孩子的

面部已有些青紫，顿时急了。

30岁的刘祝已经结婚，但还没有

当妈妈，虽在妇科工作，但并不具备

接生的经验。 不过，因担心婴儿窒息，

她决定立即帮产妇分娩，但却没有成

功。 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她不断安

慰、鼓励产妇并观察婴儿的情况。

电梯到达产科门口时， 接到刘

祝电话的产科医护人员已做好了接

生准备。

产科副护士长李国琴说， 当天

上午， 穆珊在该院产下一名 8 斤重

的男婴。

电梯监控显示， 在将产妇送至

15楼产科后， 刘祝才返回 8 楼妇科

上班。 妇科护士长陈倩说， 直到 12

月 2 日家属来送锦旗， 他们才知道

刘祝在无意中救了两个人。

曾鹏说，28日晚，孩子出生后因

有肺炎且黄疸偏高， 他们已将孩子

转入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前，

孩子已经康复。

昨日， 曾鹏一口气做了 4 面锦

旗送往医院，向参与救治的护士、保

安等人致谢。 （黄宝华）

孕妇刚到医院 宝宝的头就出来了

危急时刻，一位妇科护士冷静处置，助其顺利生产

本报讯 12 月 1 日凌晨，遵义

市中华路，一男子从 5 楼坠下，摔

在旁边拆迁的废墟中。

12 月 1 日 3 时 53 分，遵义苟

家井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红花岗

区中华路下杨家巷一栋民房下，

有人员摔伤被困。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看到，这

名男子摔在一处楼房已拆除的空

地废墟之上，空地里到处是垃圾，

外围已用蓝色铁皮围挡起来，现

场到处是杂物，无路可走。 报警者

称，当天凌晨，这名 30 岁左右的

男子不知何故从 5 楼坠下， 摔在

这片废墟之中。

为救出被困者，消防人员用

无齿锯对铁皮围墙进行切割，开

辟救援通道进入。 经初步了解，

该男子身上多处受伤，但意识清

醒。 消防人员将其移至担架上，

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凌晨时分 5楼坠下一男子

本报讯 11 月 30 日，凯里高速

公路管理处丹寨路政执法大队通过

后台数据分析， 成功查获一辆调换

高速公路通行凭证车辆。 因不当行

为，该车驾驶员被罚 1千元。

当日， 丹寨路政执法大队在对

辖区丹寨收费站进行行政检查时，

发现有辆车今年 9 月从丹寨收费站

走 ETC通道进站后，直至 10 天后才

从相邻的杨通关收费站出站， 然而

这 10天内，该车又多次从相邻收费

站走人工通道领卡进站行在高速公

路上。 该车的通行记录存在时间交

叉的异常情况， 有调换高速公路通

行凭证的嫌疑。

丹寨大队路政员通过调取公安

卡口进行核实发现， 该车的高速公

路通行记录均为同一车辆相同驾驶

员， 这样就排除了该车被套牌的可

能性， 更加证实了该车有调换高速

公路通行凭证的嫌疑。 丹寨路政执

法大队立即通知辖区各收费站对该

车进行管控， 并于 11 月 28 日在丹

寨收费站成功查获该车。

在充足的证据面前， 当事人很

快承认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并详细

交代了自己的违法经过。

当事人说， 本来如此完整的数

据，能消除自己的 ETC 卡记录，没想

到还是被查到了。

因不当行为， 该车驾驶员被丹

寨路政执法大队依法给予 1 千元的

处罚。 （龙维涛 吴如雄）

调换公路通行卡

司机被罚一千元

醉汉一个不慎

坠入路边深坑

村民种出的羊肚菌

羊肚菌基地

刘祝和保安紧急送孕妇去妇产科

坠楼男子被消防队员救出

事发遵义，原因待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