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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夜晚突然摔倒昏迷——

美小护下班路上展开生死营救
浓重夜色之下，一位年轻男子突然在街
头摔倒，双目紧闭、奄 奄 一 息 。 就 在 此 时 ，
一位下夜班的好护士路见危情火速相助，
现场紧急实施心肺复苏术先期救护濒危男
子，将男子从死亡边缘上拽回。10 月 9 日，
记者从南通市中医院了解到，突发急症幸
遇援手的遇险男子经该院医护人员后续抢
救，已成功脱险出院；而急伸援手抢救遇险
患者的好护士，经调查核实系该院心内科
护士管成凤。

险情突发——
男子猝然昏倒不省人事
“当时，
我还以为地上有人扔了个大大的
黑色塑料袋呢！因为是大晚上，再加上附近
路灯灯光不是太亮，
所以产生了错觉，
”
10 月 9
日上午，向记者介绍这起意外之事的于小姐
介绍说，
“我觉得很是奇怪，停车后走近一看，
地上躺着一个青年男子，一动不动。
”
今年 36 岁的于小姐是市区人，8 日晚
上，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到北濠桥新村看望
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孩子。9 时 30 分左
右，准备返回位于华强城的家中。没想到，
在
骑车从距五洲国际路口仅 10 多米的地段经
过时，她看到了意外一幕。
“起先，我以为倒地的男子可能是喝醉酒
了，但是，我俯下身子察看后，又没闻见酒
味。我注意到倒地男子右手攥着一只白色充
电宝，左手拿着手机，对外界没有反应。
”
于小
姐告诉记者，
“确定不是醉酒后，我觉得男子
情况应该很严重，于是立即掏出手机拨打了
110 和 120 急救电话。
”
于小姐是市区南大街一家外贸公司的员
工，她不会急救术，心中万分焦急。

救人要紧——
下班护士二话不说施救
“就在我焦急等待公安 110 和 120 处警
救援人员到来时，突然有一位路过的骑车女
子也看到了地上躺着的男子。她没有袖手旁
观，也在路边停下车，随后赶来察看。
”
于小姐
说，紧接着，又有路人陆续赶来。
遇险男子仰躺于地，
身体偏瘦，
已深陷昏迷。
“热心女子俯身在昏迷男子的颈部摸着，
而后，又在他心口探了探，接着，又摸了摸腕
部脉搏，”于小姐告诉记者，
“ 确认有关状况
后，女子立即将双手按压在昏迷男子的胸口
处，先期施行了心肺复苏术。”
“心肺复苏前，患者瞳孔放大到约为 0.5
厘米；心肺复苏后，患者瞳孔缩小到约为 0.3
厘米……”在和赶到的 120 急救医生进行现
场交接时，救人女子现场说出的一番话，
让于
女士深感震惊。

看着身边的不知名的热心人，
她被深深感动。
“离开事发现场时，她只对我说，她是刚
刚从一所医院下班的夜班值班护士，至于医
院名称、自己的姓名等等信息，她一点也不肯
透露，”于小姐感叹地说，
“难怪她现场施救的
手法那么专业！”
救护车走了，人群散了，救人的好护士也
骑车悄然而去，
消失在夜幕之下。
“那位下班护士戴眼镜、瓜子脸，中长头
发，身高在 1.6 米多一点，偏瘦；身上背了一只
浅色的女式挎包，穿着深色衣服，骑一辆小型
电动车。120 急救医生在现场说，如果没有
那位下班护士的先期施救，后果肯定难料
了。”
于小姐说。
9 日中午，记者从南通市中医院抢救室
医护人员处了解到：8 日晚上 10 时许被 120
急救医生送到该院抢救的患者姓孙，30 多
岁，市区人；经医护人员对症全力抢救，已成
功脱险，
9 日已出院返家。
遇险患者获救，脱险了。那么，路见危情
义伸援手的好护士，
你是何人，
你在哪里？

市民报料——
最美护士名字叫管成凤
“这护士确定是我同事老婆，好像叫管成
凤，南通市中医院的。”江海晚报官微第一时
间发出相关新闻后，在置顶的留言中，一位名
为“花道”的网友，透露了他所掌握的“独家消
息”。
看到相关讯息后，9 日下午，记者迅速与
南通市中医院取得联系。医院领导极为重
视，立即展开调查。经核实，见危相助的好护
士，确实是南通市中医院心内科护士管成
凤。闻讯，记者迅速赶往南通市中医院采
访。在新大楼 11 楼心内科，记者一眼就看到
路人所拍视频上的最美护士管成凤，瘦瘦的、
个子不高，一脸微笑朴实温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 29 岁的管成
凤在南通市中医院工作了 6 年，对待患者真
诚友善，
深受护士长和同事好评。
“这样的事，
换成我的同事，
她们也会不假
思索地去做，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太平淡
了，
不稀奇！
”
管成凤的话，
和她人一样朴实。

大善无声——
爱心群体辐射最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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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护士管成凤的凡人善举，在南通
市中医院并非孤立的个案，类似事例可谓多
多，”10 月 9 日下午，南通市中医院党办副主
任、宣传科科长焦毅，向记者介绍说，
“医院每
年都会将一年之内的好人好事和患者送来的
感谢信，还有锦旗背后的故事汇编成册，如今
已积累了一摞又一摞。通过这些身边人亲切
鲜活、实实在在的身边事，用典型的力量带动
悄然而去——
全院医护人员无私奉献，让无声的大爱大善
来高奏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是我们医院的
男子获救她却骑车离开
‘独家秘籍’。”南通市中医院爱心群体所辐射
出来的最美魅力，令人瞩目；一个个爱心故
“很快，
120急救医生将遇险男子就近紧急
事，从一个个侧面，折射出精神文明建设“南
转往南通市中医院予以后续救治。看到男子
通现象”
的璀璨光芒。
被急救医生抬上担架，救护车疾速驶离，热心
本报记者周朝晖
女子这才长吁了一口气。
”
于小姐说，
那一刻，

精神疾患女子街头乱走
民警火速相助送她返家
晚报讯 一名患有精神疾患的年轻女
子，
外出途中突然发病迷路，
家人久寻未果忧
心如焚。幸运的是，好心人发现后及时报警
求助。民警火速相助，终将患病女子安全送
返家中。10 月 8 日下午，受助女子家属向警
方再三致谢。
据了解，10 月 6 日下午 4 时 45 分，海门
市公安局海门港新区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警
情：
一位年轻女子在道路上漫无目的乱走，
根
本不知避让过往车辆，
极其危险。
接警后，值班民警倪帅迅速赶往涉事现
场，发现一名年轻女子在人流和车流中乱转
乱晃，险象环生。
找到并现场救助行为异常的年轻女子
后，民警耐心询问涉事女子姓名及其家庭住
址等信息，然而，年轻女子始终自说自话、答

非所问。根据女子口音民警判断其为本地
人，但智力可能有问题。为了尽快安全护送
女子回家，民警将她带上警车，沿途询问了
30 多人、开了 10 多公里路，终于找到了正在
苦寻失踪女子的家人。
后经了解，迷失街头的年轻女子姓陈，今
年 23 岁,家住海门市包场镇锦明村，有间隙
性 精 神 病 史 ；事 发 当 日 上 午 10 时 许 ，陈 某
突然发病从家中出走，午餐时分其父发现
女儿不见，心知女儿旧病复发，连饭也顾不
上吃就发动亲朋好友寻找，一直找到当日
下午 5 时许还未找到女儿踪影。正当一家
人心急如焚之时，陈某父亲意外看到女儿从
警车上下来，惊喜之中紧紧抓住民警的手再
三致谢。
记者周朝晖 通讯员崔龙

小偷盗窃烟酒遭遇车祸
伤愈后刚想享用就被抓
晚报讯 入室盗窃烟酒，男子还未来得
及享用就遭遇车祸，待伤势好了准备享用时
又被民警逮个正着。8 日，记者从港闸警方
获悉，盗贼张某目前已被依法刑拘。
9 月 21 日 14 时许，港闸公安分局陈桥派
出所接到丁先生报警称，
自己买来孝敬老丈人
的烟酒在家中被盗。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通过
丁先生自家安装的监控视频，
初步掌握了嫌疑
人的体貌特征。经进一步视频追踪，
警方发现
嫌疑人就职于陈桥一家企业。中秋节前，
民警

在厂门口伏击守候，苦等数日却不见嫌疑人
踪影。经走访调查，警方了解到，嫌疑人张某
入室盗窃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近期在医院疗
伤。国庆节前夕，民警了解到张某已基本痊
愈，
在张某返回厂里上班时成功将其抓获。
据了解，张某入室盗窃的烟酒并未及时
拿走，而是藏在了丁先生家附近河边的草丛
里，准备节前将“战利品”拿回家，未料还没来
得及享用就被抓获。
记者张亮 通讯员周陈静 朱晓霞

男子凌晨驾车打起瞌睡
轿车撞上路灯几近报废
晚报讯 昨天晨 3 时许，通州区张芝山
交警中队接到指令：
位于 S336 省道与香樟路
路口西侧不远处，一辆小轿车撞到路边水泥
墩损坏严重，
请求帮助。待民警赶到现场后，
驾车男子叶某回忆起事发当时的情景仍心有
余悸、浑身发抖。
经查，叶某今年 25 岁，家住海门市区，所
驾价值约 40 万的轿车系其父亲所有。案发
前，叶某与南通市区的朋友聚会结束后返回
海门。一路上，叶某哈欠连连、困意满满，当

行至事发路段时再也没能坚持住，打起了瞌
睡，导致车辆直接冲下路牙并撞上一盏路灯
的水泥基座，造成轿车前部严重损坏变形。
所幸的是，轿车驾驶室内安全气囊悉数弹出，
叶某仅受皮外伤并无大碍。经检测，警方排
除了叶某酒驾、毒驾的嫌疑。
叶某告诉民警，车子撞成这样，自己都不
知如何开口告诉家人。警方也提醒广大驾驶
员朋友，疲劳驾驶要不得，尤其夜间开车前一
定要休息好。
记者张亮 通讯员沈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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