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谢谢你们救了我父亲。没
你们不光他这条腿可能保不住，
生命都有危险。” 家住长沙县金
井镇的田师傅在骑摩托车急转
弯时摔倒，左腿被长条状金属异
物贯穿，血流如注。

急救医生考虑到病情特殊，
紧急联系了消防救援人员对钢
条进行处理。 双方默契配合，消
防救援人员顺利处理掉插入腿
中的钢条，医务人员在手术台上
耗时6小时成功完成手术。

医生、消防同台“手术”

10月27日下午4时，67岁的
田师傅遭遇车祸，一直径5厘米、
长达30厘米的摩托车钢条部件
从田师傅左小腿内侧向外侧贯
穿而过， 钢条两头带着弯曲钩。
事发后， 田师傅被120急救车送
至长沙市中医医院。

科室副主任张杰和临床医
生蔡广庆查看病情后，经多科室
部门会诊，决议需联系消防部门
前来处理钢条。

“钢条两端带勾， 不能蛮力
取出。消防官兵到达后发现钢条
牢牢嵌入伤处，创面内有活动性
出血，并且污染严重。”消防救援
人员回忆说， 针对复杂的情况，
消防员与医生协商后，又联系了
一批人送来绝缘剪， 前后来了8
名消防员，终于剪断了露在腿外
的卷起的钢条。

接下来当务之急是通过手

术完整拔出钢条。

手术6小时，保腿又保命

下午约5时半， 手术开始。医
务人员发现田师傅小腿伤情特别
严重并伴有多处感染。 用生理盐
水反复为其冲洗伤口， 再用大量
双氧水冲洗。随即，逐步分离金属
异物周围组织。1厘米、2厘米、3厘
米……刺入体内长达10厘米的钢
管， 在大家屏声静气的全力协作
中，一点一点地脱离伤者的身体。

钢条拔出来了，但大家的心
还是没有完全放下来。 止血；复
位内固定；置入引流管，行灌洗治
疗；最后，修复皮肤创缘，予以左下
肢石膏固定。就这样，时间一点点
流逝，一个个手术步骤依次完成。

终于，当晚11时30分，手术
圆满结束。 田师傅的腿保住了，
命也保住了。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粟青梅

异物插入体内， 怎么办？张
杰解释，当异物插入体内，人们
难以从外观来判断它是否刺破
了动脉等危险血管和神经。没有
拔出来之前，异物能起到一定的
压迫作用。如果擅自直接拔出异
物，可能会造成继发血管、神经
损伤， 弄不好会造成急性大出
血、失血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

他提醒， 遇到类似情况，应
将伤者及时送到医院，由专业人
士进行救治，或等专业人员到现
场处理。去医院的路上要保护好
异物外露的部分，避免撞击引起
异物移位。患者尽量不要剧烈晃
动身体，尤其是当异物插入颅内
时。如果异物太长，可以切断外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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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5日讯 今日下
午，长沙警方发布通报称，11月
4日晚，长沙警方快速侦破“11·
4”人民中路珠宝店被盗案，并成
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郑某（男，51
岁，湖南安乡人），追回全部被盗
物品。

事发金店是位于长沙市芙
蓉区人民中路的金叶珠宝店，店
内展示柜和保险柜全部被砸开，
贵重珠宝被洗劫一空。丢失的大
部分是一些黄金、钻石、k金等贵

重的物品，价值两三百万。店主
刘先生回忆说，4日早上8点40分
左右，正在家中吃早餐的他突然
接到店员电话， 才知道出了大
事，“店员上班发现店内被翻动
得很乱，就知道是被盗了。”刘先
生第一时间报警后，曾想通过店
内自己设置的摄像头查看究竟，
但店内监控硬盘都被盗贼拆下
拿走了。见门锁未有损坏，刘先
生认为，盗贼可能是从天花板上
的洞钻进店里作案的。

案发后，长沙市公安局迅速
调度刑侦支队、芙蓉分局等单位
成立专案组，经过连续12小时的
缜密侦查，11月4日21时许，专案
组民警在长沙市雨花区某小区
一出租屋内将犯罪嫌疑人郑某
抓获归案， 被盗的黄金首饰、手
表等赃物全部追回。

目前， 郑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记者 杨洁规

同乡雇凶杀害老挝湖南商会原会长
中、老警方联手奋战17天将5名主要嫌凶全部抓获 因生意纠纷心怀不满200万雇凶

医生、消防员同台“手术”急救六旬翁
患者被30厘米钢条扎穿大腿 消防锯断钢条弯曲钩方便医生手术

今年8月12日中午，老挝湖
南商会原会长李朝鹏在老挝万
象自家卧室内被害身亡， 室内
保险柜被打开，大量现金被抢。

11月5日，省公安厅就此案
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媒
体通报老挝湖南商会原会长李
朝鹏被害身亡案的侦破情况。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 副厅长汤
向荣，老挝首都万象市委常委、
公安局局长布帕准将分别代表
中国湖南、 老挝万象警方出席
新闻发布会。

命案：
华侨家中遇害，现金被抢

被害人李朝鹏，42岁，原籍
湖南邵东，2016年11月加入老挝
籍，生前曾担任老挝湖南商会会
长、中老友好协会委员、湖南省归
国华侨联合会海外委员、万象市
爱心联合会主席等职务。

案发后，在老挝、东南亚乃
至全球华人华侨中引起震动，
在老挝的湘籍华人强烈要求老
挝警方缉拿凶手、查明真相；湖
南省各界对此案也给予了高度
关注。 鉴于被害人的特殊身份
及案件的复杂疑难性，8月15
日， 老挝公安部通过中国大使
馆主动邀请中国警方赴老挝协
助开展案件侦查工作。 接到案
情通报后， 湖南省公安厅迅速
组建专案组，做好相应准备。

侦破：
中、老警方联手缉凶

8月16日，公安部指令要求
湖南省派出专业力量参与案件
侦查，协助老方尽快查破此案；
省委书记杜家毫，副省长、公安
厅长许显辉等领导相继作出重
要指示， 要求湖南省公安机关
严肃认真对待， 全力协助老挝
警方，力争尽快破案。8月17日，
湖南省公安厅派出境外工作组
赴老挝开展侦破工作， 两国警
务人员全面开展调查和线索摸
排工作，老挝的雨季下雨闷热、不
下雨炙热，两国警察连续奋战，准

确确定凶手作案时间，获取嫌疑
目标特征信息，快速明确逃离方
向、精准呈现时空轨迹。

8月28日，通过大量艰苦细
致的工作， 掌握了凶手完整清
晰的作案过程和逃跑线路，锁
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8月29
日， 在湖南省邵东县和新邵县
成功抓获两名直接行凶的犯罪
嫌疑人。 经进一步侦查，8月30
日， 在湖南省境内抓获第三名
嫌疑人；同时，作案枪支、刀具
和被抢劫的部分现金在老挝被
起获；9月2日，根据湖南警方提
供的信息， 老挝警方在万象市
将涉嫌雇凶杀人的其余两名犯
罪嫌疑人抓获。

真相：
同乡出资200万雇凶杀人

经过17天连续奋战，“8·
12”案的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
全部抓获， 主要犯罪事实基本
查清。

经查： 在老挝经商的湖南
省邵东籍人邓某林因生意纠纷
对李朝鹏心怀不满， 于是伙同
唐某群，通过赵某登，出资200
万元回国雇请社会闲散人员郑
某和陈某锋到老挝将李杀害。
为确保案件顺利结案，湖南省公
安厅经公安部向老挝提出了移
交犯罪嫌疑人邓某林、唐某群的
请求。11月2日，在老、湘双边警
务执法合作框架下，湖南省公安
厅将邓某林、唐某群两名涉案主
要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

此案的成功侦破是湖南省
公安厅与老挝万象市公安局在
双边执法合作框架下的一起国
际执法合作的成功案例， 彰显
了我国与老挝警方打击震慑跨
国犯罪的能力和决心；此案也是
公安机关推进国际执法安全合
作工作进入实战化、常态化的又
一个成功案例，为今后中老双方
进一步深入务实地开展国际执
法安全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也为更多的国际警务合作
提供了经验。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

人民中路珠宝店被盗案12小时侦破
长沙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追回全部被盗物品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
分公司与张志勇（身份证号：432302××××××××
6019）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张志勇。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
保人以及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张志勇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
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
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张志勇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31号尚玺苑18B栋
联系人：刘洋 电话：0731-84458563
联系地址：湖南省沅江市新湾镇新湾村高子塘村民
组10号
联系人：张志勇 电话：1587371335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与张志勇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8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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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资产清单

花海漫步
11月4日， 湘阴

县洋沙湖国际旅游
度假区五彩花田，游
客趁着晴好天气赏
花观景，感受大自然
的绚丽多彩。

记者 田超 摄

异物插入切忌擅自随意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