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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从高处摔下昏迷不醒，紧急送医救治

交警6路口联动打开生命通道
晚报讯 11日晚高峰， 市区人民路上演
温情一幕： 一名女童在家中玩耍时不慎从高
处摔下，头部着地、昏迷不醒，在家人紧急送
医救治途中，交警在6个路口联动接力，打开
生命通道。
当天下午5时许，正在人民路警车巡逻的
市区交警一大队民警孙国军突然接到支队值
班室呼叫，有伤者需要急救开道。孙国军立即
通过值班室与对方取得联系， 并约好在小石
桥路口等待对接，发现该车后，亮灯鸣笛示意
跟上警用摩托车。此时正值晚高峰，车多缓行
且红绿灯密集， 为了尽快赶到市第一人民医
院，民警当即呼叫附近路口增援。车辆行经人
民路濠东路路口时， 路口民警控制其他方向
的车辆，保证开道车顺利通行。途经人民路环

城东路路口时， 交警一大队大队长谢杨驾驶警
用摩托车及时赶来， 两辆警用摩托汇合后相互
配合， 民警一边用对讲机群呼前方沿线警力配
合管控，一边打开警灯、警用扩音器实时喊话，
提醒过往车辆、行人注意避让。
车辆一路经过人民路小石桥路口、 濠东
路口、友谊桥路口、环城西路口、华联路口、孩
儿巷路口。 6个路口的民警、辅警紧急开展联
动接力，尽全力为孩子打通快速就医通道。 一
个个温暖的身影，让孩子的家人感动不已。 整
条人民路原本20分钟的路程， 车辆仅用不到
10分钟就赶到了医院。到达后，民警将孩子抱下
车火速送到抢救室。由于抢救及时，孩子得到了
有效治疗。
记者张亮 通讯员宋嘉

好保安见危相助受嘉奖
出手救人后坚守事发地防范次生事故
晚报讯 10月12日， 海安县见义勇为基
金会和南通春雨集团保安公司有关负责人，
专程到南通格莉诗服饰有限公司，向好保安
王世湘颁发了见义勇为证书和奖金，表彰他
及时救助一位遇车祸受伤的村民、 并充当
“人肉路标”防范次生事故的事迹。 王世湘的
事迹经国内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
赞誉。
据了解，8月20日19时许， 家住海安县大
公镇贲集村36组的村民李桂芳， 骑着一辆电
动三轮车经过老204国道左拐弯时，因车速过
快导致车辆当场侧翻， 李桂芳身体被压在车
下无法动弹，险象环生。
紧急关头， 南通春雨保安公司驻南通格
莉诗服饰有限公司的保安队长王世湘， 恰好
听到了伤者发出的紧急呼救声。闻讯，他迅速

拿起手电筒冲出保安室，直奔事发现场。 救人
要紧！ 王世湘立即拨打120和110火速求助，
并迅速招呼过路的3名男子一起帮忙。 随后，
四人一起合力将重重压在李桂芳身上的电
动三轮车挪开，王世湘又根据身体受伤的李
桂芳提供的只言片语， 想方设法及时联系到了
伤者家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为避免事故发生现场
遭遇因天色黑暗、 过往司机观察不慎引发的后
续事故，王世湘又充当“人肉路标”，主动拿着手
电筒在事发地打手势、疏导来往车辆，嗓子都喊
哑了。 120救护车赶到后，王世湘又协助医务人
员将受伤的李桂芳一起抬上救护车， 然后才回
到工作岗位继续值班。
幸运的是，伤者因抢救及时，送医后得以脱
险。
记者 周朝晖 通讯员张贵才

两车路口碰撞殃及路边店
警方提醒雨天出行要小心谨慎
10月12日中午， 在我市通州区
东社镇北二线一处路段， 两辆从乡村道路交
叉路口经过的私家车猝然发生碰撞， 造成车
辆受损较重， 并且发生连环事故撞损路边一
间店面房。
“
事故发生时，我看到两辆黑色小轿车从
不同方向驶来， 随后经过通州区东社镇北二
线砖瓦厂附近的一个路口。当时，正下着雨，”
目击这一突发事故的陈师傅向本报记者介绍
说：“
乡村道路的路口不宽，两辆速度比较快，
当发现快要碰撞时一辆车想要避让已经来不
及了！结果，两辆车撞在一起后又挤在一起冲
下路坡，撞向路边一家小理发店，将店面房的
一堵墙当场撞倒！ ”
接到报警求助信息后， 辖区交警中队的
处警民警和120急救中心的急救医生迅速赶
到事故现场，将伤者紧急送至当地医院诊治。
晚报讯

当地多位村民反映： 事故原因疑是两辆车在下
雨道路湿滑情况下通过路口却没有减速，“如果
车速慢一点、在会车时注意观察并及时避让，这
起连环事故应该就不会发生了。“
陈师傅等人介
绍说。
当日下午，本报记者从通州区公安局交警
大队十总中队了解到： 事故中的受伤人员正
在接受治疗， 受事故波及的房屋损失情况也
正通过有关方面进行评估，善后工作正在妥善
进行。
警方同时提醒： 这起突发事故再次提醒广
大司机朋友： 在雨天等不利气象条件下驾车出
行，特别要小心谨慎、时时注意路况，特别是在
通过交叉路口时， 务必及时降低车速避让来车
和行人，确保车辆安全通过。
记者 周朝晖
（报料人酬金30元）

惊险

老化的承重钢筋已被压弯

民警果敢救下楼顶轻生女

晚报讯 9日下午4时许， 家住如皋的
一年轻女子因家庭琐事爬上废弃大楼屋顶
想要轻生，她将全身重量倚靠在钢筋扶手上，
而老化的钢筋已被压弯，随时可能断裂。 危急
时刻， 如皋市公安局丰乐派出所民警寻隙冲
上前去，一把将轻生女子抱住，成功解救。
“当时她靠着钢筋，我们都吓坏了，就
怕发生意外。”处警民警夏晓珍至今心有余
悸。9日下午4点10分左右，丰乐派出所接到
警情，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轻生女子年约26
岁，当时坐在老城西信用社3楼楼顶的平台
上，一条腿已经跨了出去，用手抓着平台边
缘的钢筋，整个身体重量都倚靠在钢筋上。
让民警揪心的是， 小拇指粗细的钢筋已经

蹊跷

生锈老化，被女孩的身体一压，钢筋呈现出弯
曲形状，随时可能断裂。
要想上前救援并不容易， 女孩所处的位
置和民警隔了一道木质房梁， 需要弯腰才能
通过。当时，女孩情绪激动，一直哭诉，楼下已
经聚集了许多围观群众。只要民警靠近房梁，
女孩便大声叫喊不准靠近。
“有话好好说，这里太危险了……”经过
民警的苦心劝导和赶来家人的抚慰， 女孩情
绪稍许缓和。 趁她注意力不再集中在民警身
上，民警夏晓珍悄悄穿过房梁靠近女孩，一把
将她抱住，带到安全地带。 经过民警开解，女
孩最终放弃了轻生念头， 和家人一起离开了
现场。
记者张亮 通讯员陈园园

车牌无记录发动机号被磨损
一起肇事逃逸案牵扯出多项交通违法

晚报讯 10日下午， 徐某某因无证驾
驶、 交通肇事逃逸和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
号牌等多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海门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7000元，并将承担
两万多元的事故赔偿。
今年9月下旬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海
门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悦来中队辖区东临公
路与老常久公路口附近发生一起两车相撞
交通事故。当民警到达事故现场时，事故一
方一辆黑色本田轿车的驾驶员已弃车逃离
现场。民警对肇事车辆进行网上查询，发现
该车号牌无记录； 打开引擎盖发现发动机
号与车架号均已被人为磨损， 随即对车辆
进行仔细勘查， 终于在前挡风玻璃的左下
角透明小窗内发现已被黑色油漆涂黑的车
架号。经上网比对，该肇事车辆车主为家住
如东的缪先生。 正当民警大范围开展走访

糊涂

调查时， 肇事驾驶人徐某某迫于压力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经询问， 徐某某承认自己在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轿车发生事故后弃车
逃逸，并反映车辆是其在如东买的二手车。于
是，办案民警赶赴如东找到了缪先生。缪先生
反映， 该车在2016年已经委托其外甥陈某报
废，陈某在办理报废的路上，遇到在如东掘港
镇开汽配门市的朋友殷某。在殷某的劝说下，
陈某最终以低廉的价格将该车卖给了殷某，
几经转手后，该车于今年7月被徐某某以5000
元的价格买下。 徐某某平时一直将车停在自
家的场地上。 巧合的是，一次偶然机会，徐某
某捡到了一副本地的机动车号牌， 于是胆子
大了起来，可没想到才“潇洒”几天就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双方车辆严重损坏。
记者 张亮 通讯员 刘峰

小伙为逃
“贴条”酒后挪车
因小失大被暂扣驾照罚款千元

晚报讯 吃饭途中发现民警“贴条”，
男子赶紧挪车逃避处罚， 不料却因酒后驾
驶被逮正着。昨天，据通州区公安局交警大
队民警介绍， 酒后驾车的小伙徐某被处暂
扣驾照6个月、罚款1000元。同时，徐某的驾
照一次性被记12分。
5日下午3点左右， 通州区公安局通海
交警中队民警正对辖内张芝山镇区的违停
车辆进行拍照取证。 正在路边一饭店吃饭的
徐某见状，急忙奔出店门发动了自己原本停
在机动车道内的轿车离开。 徐某驾车驶出数
米远后，被执勤交警当场查获，这一幕也被

离奇

交警随身携带的执法记录仪完整记录。 经呼气
检测，徐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79毫克/100毫
升，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执勤交警
随即将其传唤到公安机关作进一步处理。
经查，现年23岁的徐某系江西景德镇人，
在南通开发区某物流企业上班。当天中午，徐
某结束工作后， 与两名同事相约到张芝山镇
上的一饭店吃饭， 期间喝下一两白酒外加一
瓶啤酒。当遇见交警正在查处违停车辆，因害
怕自己违停被处罚，徐某不假思索酒后开车。
在多重证据面前， 徐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
认不讳。
记者 张亮 通讯员沈罡

老汉银行存钱竟拿出冥币
现金“不翼而飞”原是粗心导致

崇川利用“互联网+”
规范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2017年崇川区审计局创新思路，利用互
联网技术，将先前开发的投资项目审计信息
管理平台提档升级，将管理平台与手机终端
对接，开发实时APP。 审计局分管领导、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中介机构参审人员随时可
以通过手机了解项目实施进度，项目滞留原
因， 需要补充资料或需要协调哪些问题，项
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还可以通过扫描审核
报告上的二维码进入系统核对数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崇川
区实施的城建项目快速增加，工程结算审
计供需矛盾突出，加上工程审计涉及财政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合法性、效益性，政策性
强；关乎建设方、施工方切身利益，关系农民
工工资及时发放，维系社会稳定。如何发挥审
计监督作用，规范审计流程，提高审计绩效？
崇川区审计局积极探索，联合软件公司，成功
开发政府投资项目数字化审计综合管理平
台。 该管理平台的运行，将投资项目的送审、
中介结构的初审、 固定资产投资中心的复核
情况实时线上呈现， 阳光运行， 轨迹留痕可
查， 实现了对政府投资项目审计过程的阳光
化管理，强化审计的过程控制，提高了审计效
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审计风险。 曙光

晚报讯 启东吕四一名80多岁的老
人，打算去银行存现10万元，但当银行工作
人员打开袋子时， 里面竟然是一袋子花花
绿绿的冥币。老爷子错愕不已，表示不是开
玩笑，是儿子刚给的10万元钱。 10月10日，
启东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吕四中队就接到这
样一起离奇的报案。
10月10日傍晚，启东警方接到一名女子
报警，电话中，对方万分焦急地告诉民警：自
己的公公带着10万元钱去银行存钱，但到了
目的地后却发现， 原本打算存的10万元现
金，竟然全部变成了冥币。钱去了哪儿？被谁
掉包了？ 接报后，民警迅速展开调查。 原来，
当天下午家住吕四港镇巴掌镇村、80多岁的
金老汉去银行存钱。 这笔钱，是中秋节的时
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儿媳带回来的，加在
一起正好10万元。 拿到钱后，老汉将钱放在
了一个袋子里。 当天下午，金老汉就拎着袋
子出了门， 但是到了银行打开袋子的时候，

柜员和老人都傻了眼，袋子里红红绿绿的不是
人民币，竟然是一叠叠的冥币。 见状，银行工
作人员向老人说明了情况，金老汉明确表示，
自己不是来开玩笑的，并非恶作剧。
10万元现金“不翼而飞”，这可把老人急
坏了。金老汉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得知这一情
况后，儿子、儿媳也赶紧报警。但是，办案民警
在调查过程中， 却并没有找到一丝有外人骗
钱、掉包的迹象。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民警
婉转地提醒老人家，会不会忘记了一些细节。
在民警的陪同下，老人返回家中，情绪也渐渐
平复下来。 此时，他猛然想起来什么，赶紧打
开房间中的一只柜子， 柜子里一个红色纸包
包完好地躺着呢。
原来，老人只记得是红色的包，没分辨清
楚是哪一只红色包包。临出门时，他拿了原本
用来祭祖的冥币袋子跑去了银行。 幸亏只是
虚惊一场， 民警提醒老汉一定要妥善保管好
这笔钱。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王天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