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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遥
通讯员 黄亦珍 詹振宇

9月13日，乐清发生两起孩子被
困事件，一名女孩的脚被卡在公园摇
椅上，一名女孩被困在自家二楼厨
房里，幸好消防员赶到现场展开救
援，帮助她们及时脱困。

9月13日18时18分，柳市消防
救援站接到乐清消防大队指挥中心指
令，白石街道密川村密西路附近公园
里，一名小孩腿部被公园摇椅卡住，

柳市站立即派调1辆消防车7名消防
员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时，消防员看到一名老
人抱着1岁不到的女孩坐在公园的摇
椅上，女孩的脚被卡在座位间隙里无
法拿出。此时，这只脚被卡得有些红
肿，她急得哭闹不已。“别哭，别哭，
我救你出来。”消防员立即用扩张钳和
液压破拆工具，在确保孩子安全的前
提下，让她成功脱困。

等女孩救出后，家长带着她去做
进一步检查，总算是虚惊一场。

这边刚将被困的女孩救出，另一边
又有女孩被困。当天19时40分，乐清
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雁荡镇白溪
街附近一名女孩被困屋内打不开门。乐
清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立即调派乐
清消防救援大队大荆站1辆抢险救援
车、7名消防员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当天19时56分，消防员到达现
场后，经勘查发现因门锁损坏，女孩
被困于二楼厨房。如果强行破门有可
能损坏房门和房子，造成损失，在和
家属沟通后，消防员决定采取架梯进

窗救人的办法。
消防员首先架设好6米拉梯，从

厨房窗户进屋，再将保险绳系在女孩
的腰部，其余消防员在楼下对拉梯进
行固定保护。

一切救援
措施准备就绪
后，女孩顺着
拉梯小心翼翼
地下降。3 分
钟后，她被成
功救下。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露露 通讯
员 余甘棠 陈本美

9月14日凌晨5时半，经历了一
夜等待，得知父亲手术成功、暂时平
安后，章先生立即拨通了章成的电
话：“太谢谢你们了，不然我爸真的没
命了。”接电话的章成是乐清友义骨伤
医院院长助理，虽然刚躺下休息没多
久就被吵醒，但他心里却高兴极了。
章大爷是他们游玩途中，碰巧遇到的
一名车祸重伤者，医生们冒雨现场处
理，紧急送医，开通绿色通道进行手
术抢救，章大爷最终成功脱险。

偶遇车祸重伤者

9月13日，章成与一帮医生朋友
一块到仙溪南閣村的章纶公园游玩，
当晚一行人吃完晚餐，打算回程。“因
为我是南閣村人，当天约有25名医生
一块到村里游玩，不少村民认得我，
跟我们打招呼。”章成说，也幸亏有村
民认得他们，及时来求救。

当天19时半，天空中开始下雨，
他们想快点回到车上，却发现前方堵
车了，这时有村民跑来大声喊：“出车
祸啦，有人流了好多血，医生快去看
看啊。”一行人听到这话，拔腿就往前
跑。

“伤者是一名大爷，坐在马路中
间，他骑的三轮车已经翻到了旁边田
里。”台州骨伤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张文正也在一行人中，他挤开人群一
看，地上全是血，发现伤者右前臂有
一个约30厘米的大伤口，有好心人拿
毛巾扎在伤口处，但血完全止不住，
仍汩汩地往外冒。

张文正着急了，伤者估计是伤到
动 脉 了 ， 目 测 失 血 量 至 少 已 有

400ml，按照这个速度，不出几分
钟，伤者就会失血性休克，有性命之
忧。好心人用来包扎伤口的这条毛
巾，因为压力不够，不但没有起到止
血的作用，甚至加速了伤口出血。

“大家快让一让，我是台州骨伤医
院的医生，你们相信我。”听到张文正
的喊话，现场围观的群众赶紧散开，
给他留出空间。

热心市民一起施救

拿开包扎的毛巾，血如同开闸的
水龙头一样向外冒着。张文正看到旁
边有一家小卖铺，于是指挥人赶紧过
去拿了几条干净的毛巾过来。先用毛
巾将伤口填塞，然后加压包扎。再喊
大家找一些硬纸板过来，用宽的尼龙
绳在右上臂固定。

“找一个板过来，把他抬到小卖铺
的雨棚下面。”张文正说完这句，随行
的医生和好心人纷纷上来帮忙。见章
大爷没有昏迷和呕吐的症状，张文正
判断他脑部没有严重受伤，随后又检
查了胸腹部，用剪刀剪开裤子检查了
腿，都是些轻擦伤，好在没有太大问
题，他也松了一口气。

“现场好多热心的市民一块帮忙，
虽然路被堵住不能走，但没有人抱
怨，大家都冒雨帮忙找干净的毛巾、
纸板、绳子和木板。”章成说，经过简
单的现场施救，救护车赶到后将章大
爷送到了乐清市第五人民医院进行初
步的包扎处理，当天21时许被送至友
义骨伤医院进行手术。

医生接力连夜手术

“现场初步判断右臂动脉和肌腱断
裂，因此手术难度很大，救护车往医
院赶的同时，我跟院方取得联系，召
集手外科手术的专家医生到医院抢
救。”章成说，幸运的是，骨科副主任
医师江克罗刚下一台手术，还未离开
医院。

章大爷被送到医院时，准备工作
都已就绪，已经69岁高龄的骨科主任
医师王临也赶来帮忙。动脉和肌腱断

裂修复的手术难度大，也考验医生的
技术水平。经过7个半小时的努力，
14日凌晨4时半，王临和江克罗走出
手术室，给在等待的家属一个安心的
答案：手术非常成功，如果恢复得
好，积极做康复训练，章大爷的手臂

应不会落下残疾。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向交警部门

了解到，经过初步调查，这起事故发
生的时间在9月13日19时10分，南
閣村路段，章大爷所骑的三轮车来不
及刹车追尾撞上轿车，导致他受伤。

雨夜，大爷倒在血泊中

过路“医生团”冒雨施救

“别哭，我救你出来”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甜甜）
9月10日，北白象镇的贫困大学生小吴收到
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里面是2000元的助学金
和学习生活用品。这是由乐清团市委与乐清市
中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送出的暖心礼
包。

日前，乐清团市委联合“中能”，开展了
“青春助力 暖心助学”资助贫困大学生活动，
小吴就是受助者之一。小吴是个品学兼优的孩
子，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愿
被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录取。但由于她的父
母都是残疾人，没有稳定工作，没钱继续上学
成为摆在小吴眼前的一道难题。“暖心助学活
动对我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我一定会更加努
力学习，今后回报社会。”小吴说。

像小吴一样的对象还有4名。活动中，团
市委及“中能”负责人依次走访了每名受助大
学生，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给他们
每人送上2000元的助学金和行李箱、文具等
学习生活用品，希望他们坚定信心、克服困
难、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对他们
的关爱。

本报讯（通讯员 倪里隆 黄慧慧） 9月
11日，国网乐清市供电公司组织青年志愿者
们走进湖雾镇小学，开展“金秋启航，共圆学
子梦”活动，为孩子们送上“电力助学”大礼
包。

这所位于乐清市边远地区的小学，全校共
有860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家庭
经济状况较差，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学
生平时生活十分艰苦。之前，青年志愿者向其
中20多名贫困学生征集“微心愿”。在活动当
天，志愿者们为他们送上了新书包、文具盒、
笔记本等礼物，并鼓励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心怀梦想、刻苦学习。志愿者们表
示，会长期关注这些贫困学生的学习成长，点
燃他们未来的希望之光。

青年志愿者们还为该校150多名学生带去
了一堂妙趣横生的用电安全教育“开学第一
课”，通过有奖问答的方式，为学生们送上文
具用品、小风扇等小礼品。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孔丽琴
实习生 彭宁） 9月12日上午，乐清市钱镠文
化研究会举办了以“情系学子 筑梦未来”为
主题的奖学助学大会，为钱氏家族今年考上省
重点高中、大学本科以及考取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的优秀学子颁发近15万元奖金。

活动现场，来自乐清及永嘉片区的13名
考上省重点高中、28名本科生、15名研究生
以及2名博士，共计58名学子和家长代表佩
戴红花，分批次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荣誉证书
和奖金，并合影记录这光荣的一刻。

据了解，乐清市钱镠文化研究会成立于
2016年，一直以来致力于助学重教，培育英
才。研究会已连续3年对140多名考取省重点
高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优秀学子进行奖
励。下一步，该研究会将继续扩大助学范围，
把在特色专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学子纳入奖励
表彰范围，营造崇文重教的良好学风。

58名学子享奖学金

团市委联合“中能”
送爱心礼包

电力关爱留守儿童

医生对伤者进行现场施救。

情系学子 爱心圆梦

颁奖现场。张丁可 摄

因清江镇麻车村DN600
移管碰口，9月17日（星期
四）7时起，停水22小时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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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文/摄

作为“中国牡蛎之乡”的清江镇，
一提到牡蛎，不少吃货们会垂涎三
尺。可剔除牡蛎肉后的牡蛎壳被随意
堆放，影响了当地的村容村貌。日前，
有市民举报：清江镇上埠头村存在废
弃牡蛎壳堆积现象。9月15日上午，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根据线索前往
上埠头村，在该村一些区域，看到了
大量牡蛎壳堆积，影响了周边的环境
卫生。

当天上午，在清江镇上埠头村一
处河边，堆满了白花花的牡蛎壳，远
看就像是一处“白沙滩”。

走近看时，这些牡蛎壳是白中带
黑，更显难看。经过长时间的日晒，有
些壳已变脆，一踩就碎。

距离河边不远的县道（珍溪口

—上埠头）旁的绿化带处，同样堆
放着牡蛎壳，将原本绿油油的绿化
带变成了“白化带”。在县道的公路
路长公示牌下，就堆放着牡蛎壳，
显得极不雅观。这里的牡蛎壳和枯
枝烂叶一起，散发着阵阵不好闻的
气味。

“这些牡蛎壳已经堆放了好久，
而且越积越多，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
了。”家住附近的一名村民告诉记者，
前方不远就有牡蛎市场，不少养殖户
一辈子靠养殖牡蛎为生，每天都在养
牡蛎、开牡蛎壳，产生大量的废弃牡
蛎壳。“有用的牡蛎壳已经收集起来
了，拿去卖掉，这些都是牡蛎壳中的
废渣，他们图方便，就找个空地丢
了。”村民说。

牡蛎壳随意丢弃，导致村里的卫
生极差，附近的村民其实颇多怨言，

一到下雨天，这里的蚊虫非常多。“但
牡蛎产业养活了这里不少人，所以大
家都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多
说什么。”村民称。

村民告诉记者，在前不久，镇里
曾对此处环境开展清理，原本道路两
边都堆放着大量牡蛎壳，目前已清理
了不少，但河边和县道处的牡蛎壳还
未得到有效清理。相比过去几年，此
处的情况已经好了不少，但仍不够彻

底。
“主要还是要好好规划这批牡蛎

壳，看看能不能利用起来，作为材料
使用，或者规划一块区域用于放置，
平时勤于清理和清运这批牡蛎壳，既
能有利村容，让牡蛎壳又有去路。”村
民说，他希望随地倾倒牡蛎壳、严重
影响村容的乱象能够尽快得到整治，
让当地的环境变得更好，让村民居住
得更舒心。

县道旁的牡蛎壳县道旁的牡蛎壳。。牡蛎壳堆积成片牡蛎壳堆积成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