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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境内的新204国道长江镇蔡埠庄路口，一辆轿车碰撞一辆电动三轮车后撞向隔离护
栏，随即燃烧起来，倒地的重伤老太面临着大火的威胁，而且车辆随时都可能爆炸！ 危急关头，
一位退休女协管协同他人奋不顾身，将老人迅速抬离火场——
—

轿车碰撞燃烧 3群众火海救人
轿车猝然碰撞
车身起火一老妪倒在车旁
1月10日下午。1时50分。如皋市境内的
新204国道长江镇蔡埠庄路口。
一辆白色小轿车经过涉事路口时，不
知何故与一辆过境电动三轮车突然碰撞，
随后， 肇事轿车重重撞在路边的隔离护栏
上，当场起火猛烈燃烧！
“
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我吓了一
跳，循声扭头一看：哎呀！ 一辆白色小轿车
似乎是在和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后， 又撞
到路边护栏！ 在撞击后发生起火的白色小
轿车车旁不远处，电动三轮车歪倒着，骑车
的一位老太一动不动躺在地上， 看情形应
该伤得不轻！”1月12日上午，如皋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九华交警中队退休女协管朱建银
回忆这起意外事故时，仍然后怕不已。

火焰越烧越大
退休女协管冲进火海救人
人命关天！ 危在旦夕！ 幸运的是，灾难
发生时，家住事发地附近、今年53岁的朱建
银发现后，没有半点犹豫，凭着曾经协助公
安工作的本能，二话不说立即出手救援！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怎能袖手旁观？
当时，事故车上的大火烧得已经很厉害了，
我手头没有消防器材，就近也找不到水源，
紧急中我首先拨打公安110和120报警，随
后，我胆子大，不顾事故车辆燃烧的火焰冲
了上去，迅速察看倒地老太太的伤势情况，
同时想办法施救； 而事故车已经被大火笼
罩，外人根本近不了身，所以，我无法确定
车内情况，只有等待救援人员赶来！ ”

热心市民增援
重伤濒危老太被众人救还
就在朱建银俯身准备用力抱起受伤老

太、快速撤离火场时，有路人看到大火也吓了
一跳，随后善意提醒朱建银：“要当心！ 这个
老太太好像已经不行了！ 燃烧的小轿车随时
可能发生爆炸，太危险！ 你还是等公安110和
120抢救人员吧！ ”
“
不行！ 不能让老太太被火烧伤！ 我得救
人！ ”朱建银在事故现场一边解释，一边抱起
昏迷不醒的老太，在此过程中，她发现老人的
腿还在微微抖动！
“老人还活着， 哪个好心人帮我搭把
手？ ”独自一人抱不了伤者，朱建银发出紧急
求助。“
我来！ ”从事故现场经过、家住附近的
74岁老汉蔡可如见状，赶过来一起救人！ 与
此同时，听到朱建银求助声的一名小伙子也
闻讯冲了过来；三个人一起出手，将老太迅速
抬离事故现场！

伤者仍在救治
事故详情仍在警方调查中
身处险境的濒危老太获救了。 等朱建银
和他人再回首察看失火车辆时，轿车已在猛
烈大火中被烧得不成模样。
“如果不是朱建银等人及时相救，老人肯
定身陷火海了！ 太可怕了！ ”事故现场目击
者、家住长江镇蔡埠庄的居民吴桂芳告诉本
“
这三人真是好样的！ ”
报记者：
最感谢朱建银等3名见危相助者的，莫过
于被救老太戴丛珍的女儿丁春霞。 感激万分
的丁春霞表示：
“
我64岁的母亲在突发事故中
身受重伤，目前，仍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重症监护病房全力抢救。 我感谢三位在
大火中救我母亲的好心人，特别是退休女协
管朱建银！ 同时，我也感谢公安110、120急救
人员及时施救！ ”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了解到，发生事
故的小轿车上有四名人员，有人受伤。 这起
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目前，涉事详情仍在如
皋警方调查处理之中。
本报记者 周朝晖
本报通讯员 殷建峰

驾车连续撞桥梁 却称是操作不慎
一司机骗保伎俩败露
晚报讯 8日晚7点左右， 海门市悦来派
出所交警中队接警， 悦来轧花厂门前地段发
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交警到达现场后，驾驶
员徐某称因为天色较暗， 操作失误不慎将车
辆撞在桥梁上，可经交警现场仔细勘查，事故
疑点重重。
悦来交警通过视频研判发现， 该起事故
中驾驶员选择在晚上偏僻路段故意用车辆
连续撞击桥梁，存在明显的故意行为，极有
可能是一起为骗取保险故意伪造交通事故
现场的违法行为。 面对交警的询问，驾驶员
徐某坚称是不小心发生事故。 面对种种证
据和现场监控视频， 徐某最终承认之前因

闯了红灯骂交警 骂完交警打群众
一外卖小哥被处拘留17日
晚 报 讯 一外卖小哥闯红灯被拦后，不
仅辱骂交警，还殴打群众。 昨天，他被崇川警
方处以行政拘留17日。
11日上午9时许，外卖小哥张某骑行电瓶
车在市区姚港路新建路口由北往南闯红灯，
被市区交警二大队执勤民警拦下。然而，张某
拒不接受处罚，并不停辱骂交警。 此时，过路
群众杨某看不下去了，告诉张某不要骂人，没

一、在应对严寒的时候，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添加衣物， 但往往身上穿得十分
厚实而忽视了头部的防寒， 甚至把帽子
视为无足轻重的东西。 其实，人的头部和
整个身体的热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
间有“冬天戴棉帽、如同穿棉袄”的说法。
在寒冷的条件下，如果只是穿得很暖，而
不戴帽子，体热就会迅速从头部散去。 这
种热散失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 冬天
在室外戴一顶帽子， 即使是一顶单薄的
帽子，其防寒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二、在寒冷冬季，很多人外出喜欢戴
口罩。戴口罩确实可以防止呼吸道疾病，
又能抵御寒冷。 但戴口罩必须口鼻都要
遮着，同时要注意清洁口罩。青少年和壮

性食物，少饮酒及咖啡、浓茶。 饮
食宜清淡，少吃高脂肪食物，患皮
肤瘙痒症后， 应当注意调整烦躁
的情绪，注意生活有规律性，加强
锻炼身体，有利于疾病恢复。 皮肤
瘙痒的治疗方法分为局部治疗和
全身治疗。 局部治疗以止痒润肤
为原则，如地米尿素乳膏、氯倍霜
等， 有的只需要多多使用尿素霜
等保湿润肤剂就可以了。 全身治
疗以内服抗组胺药物为主， 如地
氯雷他定、迪皿、依巴斯汀等及中
成药润燥止痒胶囊、 消风止痒颗
粒等均可缓解症状， 当病情较重
时， 可选用两种抗组胺药物联合
用药，还可配合使用多种维生素、
镇静安眠药及中药。
提醒中、老年朋友们，如果出
现顽固性的皮肤瘙痒， 应当考虑
是否有其他内脏疾病。 如糖尿病、
肾脏疾病、 肝胆系统疾病及肿瘤
患者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瘙痒，这
时就需要到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
治疗了。

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通市皮肤病性病防治所

谢 勇主任医师

年人不提倡多戴口罩， 应该常接受寒冷
的考验，使抗病能力增加，这样对健康有
利。
三、民谚曰：“冬天动一动，少闹一场
病;冬到懒一懒，多喝药一碗。 ”这说明了
冬季锻炼的重要性。 在这干冷的日子里，
宜多进行户外的运动，如晨早的慢跑、跳
绳、踢毽等。 还要在精神上宜静神少虑、
畅达乐观，不为琐事劳神，心态平和，增
添乐趣。 在此节气里，患心脏病和高血压
病的人往往会病情加重，患“中风”者增
多。 中医认为，人体内的血液，得温则易
于流动，得寒就容易停滞，所谓“血遇寒
则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保暖工
作一定要做好，尤其是老年人。
（通中）医广【2014】第 1117002 号

南通市中医院
南通市中医院 2017 年中医膏方节
活动主题：膏方养生 呵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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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刊热线

市皮防所：青年中路 56-4 号（市三院西隔壁）
咨询热线：0513-85529413、15906293456

想到张某跳下电瓶车将杨某摔倒在地， 并进行
殴打，造成杨某下嘴唇出血。张某随后被交警控
制，带至虹桥派出所。
据了解，张某不到30岁，东北人。 因阻碍
执行职务、故意伤害他人，崇川警方根据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 对张某作出上述
处罚。
记者 张亮 通讯员 张锐

小寒节气注意事项

如何防治冬季皮肤瘙痒症？
往往进入冬季，许多人会经
常出现皮肤瘙痒，尤其以老年人
为多见。 皮肤瘙痒症，是指仅有
皮肤瘙痒，而无原发皮疹的皮肤
病。 根据皮肤瘙痒的范围及部
位，一般分全身性和局限性两种
类型。 瘙痒症病因复杂，多与内
外因素共同作用有关。 内因是指
伴有瘙痒的各种全身性疾病。 而
外因是指物理性刺激、机械性刺
激、化学性刺激等因素都可以引
起和加重瘙痒病。 造成冬季皮肤
瘙痒的原因主要是皮肤受寒冷
的影响而分泌的皮脂减少，导致
皮肤干燥。
瘙痒症的防治原则为不要洗
澡过勤，一般以每周 1-2 次为好，
也不宜用碱性强的肥皂或淋浴液
等，水温不易过热。 穿衣着服也要
注意， 内衣以穿柔软的棉织品为
宜。 毛织品不要直接接触皮肤。 即
使有时瘙痒难以忍耐， 也应千方
百计地避免或减少搔抓。 平时应
注意少吃辣椒、 大蒜等辛辣刺激

为发生交通事故后没有报警， 后发现车辆损
坏比较严重， 于是产生了伪造事故现场骗取
保险的想法。
事发当时，徐某将车辆驾驶至事发地段，仔
细“瞄准”后撞击了一次桥梁，可发现撞击点位
置发生偏差，索性就驾车连续撞击桥梁。 目前，
公安部门已对徐某故意损害公私财物欲骗取保
险的行为立案侦查， 徐某将承担车辆和桥梁的
维修费用。
警方提醒，故意损害公私财物、伪造事故现
场骗取保险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 如果数额
达到一定数量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 张亮 通讯员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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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膏方节时间：2017 年 10 月 16 日 -2018 年 2 月 9 日
每天有高级职称中医师坐诊膏方门诊（门诊四楼“治未病”中心），
为不同体质人群及不同病患者，量身定制，开具膏方。
注：妇科、儿科、耳鼻咽喉科等专科在本科室开具膏方。
●为方便市民取膏，本院提供膏方快递服务。
●膏方节期间医院将适时举办冬季膏方养生健康知识讲座和聘请
上海专家来院坐诊开膏方。 请注意本院信息公布。
咨询电话：85126072（门诊服务台）
85126130 （药剂科） 85126393（治未病中心）

地址：建设路 41号

电话：85126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