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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年不足10小时他又折返手术台
连续奋战6小时，赵于军和他的团队连夜救回患者生命
本报2月10日讯 除夕之夜，
大部分人都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温
馨气氛中，看着春晚，抢着红包，互
发祝福的信息。而计划在常德老家
过年的赵于军，手机铃声急促地响
起后，却开始了不一样的春节。
有病人需要抢救！除夕当晚，
赵于军匆匆跟家人告别后就独自
踏上了回长沙的旅程， 因为在长
沙正有一台肝移植手术在等着
他， 此时距他从长沙回到常德还
不到10个小时。
赵于军是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器官移植科的一名医生，副教授。
与他一同放弃休假回到工作岗位的
还有从衡阳赶回来的器官移植科副
主任成柯教授， 以及从各自家中赶
来 的 医 院 器 官 获 取 组 织 （简 称
OPO）团队的其他同伴。他们都接

到了科室发出的紧急任务： 病房内
一位37岁男性重症肝脏衰竭患者在
生命濒危之际幸运地匹配到了合适
的肝源，需要立即进行手术。
除夕夜11时许，OPO团队成
员从长沙出发，正月初一凌晨3时
许， 他们带着获取的肝源回到了
长沙。与此同时，留在长沙的团队
成员也在认真完善手术前的准备
工作。凌晨4点，手术开始，经过6
个小时的手术，成柯教授、赵于军
副教授带着给患者家属的“新年
礼物” 走出了手术室——
—手术成
功。 患者家属持续十几个小时的
担忧终于化为了喜悦和连声感
谢。目前，该患者已转入重症监护
室继续接受治疗。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崔丽娜 蒋凯

急着赶高铁，一家人丢了女儿“嫁妆”

有病人需要抢救！除夕当晚，赵于军匆匆跟家人告别后就独自踏上了回长沙的旅程。图片为手术后
医护人员合影。
通讯员 供图

车站民警拾到箱子物归原主
本报2月10日讯 今日上午，
邵阳的艾先生一家准备乘高铁前
往广州， 再坐飞机前往国外参加
女儿婚礼时，没想到装着“嫁妆”的
行李箱在高铁站不见了。好在车站
民警及时发现，并妥善保管，艾先
生一家得以如期踏上婚庆之旅。
10日上午7点多，长沙铁路公
安处邵阳站派出所副所长肖怀彪
在进站口执勤时，发现进站闸机口
有一个银色拉杆箱无人看管， 于是
大声询问，是谁的行李箱，结果无人
应答。这时，他发现一名中年男子十
分焦急，一边比划一边到处询问，有
没有人看到一个银色的拉杆箱。肖
怀彪立即上前询问核查， 发现正是
他捡到的行李箱的主人艾先生。
原来，58岁的艾先生是湖南
邵阳人，准备和老母亲、妻子、儿
子一家四口， 乘坐G6188次列车
前往广州，转乘飞机去菲律宾，参
加女儿的婚礼。

艾先生介绍， 银色的行李箱
里，有全新的大红“喜”字蚕丝被
两床、祖母绿吊坠一枚、白玉男士
戒指一枚及白金耳环一对。6点50
分，一家人来到进站口，因为旅客
比较多，艾先生只顾着取出身份证
刷证，结果把这个行李箱落在了闸
机口。直到准备检票进站时，才发
现东西丢了。 艾先生只好让母亲、
妻子和儿子先行上车，自己留下来
寻找丢失的
“
嫁妆”。
经当面核对箱内财物无误
后， 艾先生松了一口气， 并感慨
道：“这些财物虽然价值不算大，
但是却代表了全家人对女儿结婚
的 心 意 ， 真 是 太 感 谢 了 ！” 因
G6188次列车已经开出， 艾先生
随即改签了最近一趟列车， 前往
广州与亲人会合， 所幸没有耽误
行程， 可以一起登上飞机前往菲
律宾。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朱红梅 罗宇州

抄近路回家，误中猎兔“地夹子”

警民深夜搜山，14小时救出被困村民
本报2月10日讯 “喂，110
吗？我在宁乡的流沙河山上被困
了，受了伤，快来救救我！”2月9
日21时许，长沙110指挥中心接
到急切的报警求助电话。
已经入夜，天寒地冻，受困
者一定特别焦急， 民警一边安
抚受困者一边将警情转送至流
沙河镇派出所。
“求助者受困的芙蓉山地
处流沙河、青山桥、沙田三镇交
会处， 地形复杂。 时间就是生
命，必须马上营救，否则会有生
命危险。” 流沙河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尹拥军立即组织开展救
援工作，三地警力、镇(村)干部、
热心群众带上救生绳、 扩音器

等救援设施，并携带面包、饮用
水等物资前往山里搜救。 宁乡
退役军人应急救援志愿突击队
和宁乡蓝天救援队都派来了志
愿者参与救援。
因为被困深山， 网络信号
很弱，手机信号又断断续续，加
上受困者的移动， 造成定位不
精准。为了救助受困者，救援人
员一直保持着和受困者电话沟
通。可是，凌晨4点受困者手机
没电了，失去联系，救援人员搜
寻几个山头却无受困者消息。
10日凌晨， 救援人员稍作
休息又进入第二轮搜寻。 经过
十多个小时的搜寻， 救援人员
收到芙蓉山村民提供的信息，

在芙蓉山方向听到有求救声
音。上午11时左右，大伙在位于
沙田镇的山上终于找到了被困
村民罗大宝（化名）。
据其回忆， 当时他从芙蓉
山寺庙抄小路回草冲， 在山上
不小心踩到一个夹野兔子的地
夹子， 他联系到芙蓉山寺庙主
持。谁知没走几步，又踩到了一
个更大的夹子。只能报警求助，
由于乡下微信定位不准确，导
致救援方向出现偏差。
目前，罗大宝（化名）正在
流沙河镇卫生院接受治疗，除
脚部有伤外其他状态良好。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夏倩雅

过年图热闹，他引爆“鱼雷”出事了
为帮母亲补亏空，儿女锒铛入狱

春节鞭炮频频“爆炸”，多家医院收治几十名患者

涉嫌集资诈骗千万元
家住岳阳汨罗的周某因承包
客运线路、购买豪车，修建豪宅，
亏空了几百万。为了还债，她不惜
虚构工程项目，大举高息借贷，采
取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 并指使
儿子、女儿帮忙担保，前后借贷上
千万。由此涉嫌集资诈骗，母子三
人均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2月9
日，在汨罗东高铁站，其女儿邓某
被铁警抓捕归案。
2月9日7时50分，长沙铁路公
安处汨罗东站派出所民警在二站
台巡视时， 发现一名女子形迹可
疑，随即上前盘问，发现其居然是
网上逃犯邓某。据邓某称，事情要
追溯到2014年。 当时其母亲周某
承包了汨罗至岳阳某公路客运线
路，名下有中巴车、大巴车多辆，并
在汨罗市中心建起了价值800余

万的私人住宅。殊不知，周某因购
车、建房，已欠债数百万元，只能通
过2分甚至3分的年息，借钱偿还债
务利息。随后，因客运线路经营不
善，她们陷入更大的亏空，借钱的
速度很快赶不上还钱的速度。于
是，周某一次次要求儿子、女儿、女
婿，按照她的要求，对外谎称承包
工程项目，帮其借钱。
2014年至 2018年9月 案发 ，
周某一家累计在外借款上千万，涉
案人达数十人。实际上，此时的周
某早已资金链断裂， 无以为继，生
意巨额亏损，早已无偿还能力。
被抓后，面对警方讯问，邓某懊
恼不已地说：
“
我和弟弟应该早点阻
止母亲，而不是放任她，并把自己和
家庭全部搭上。”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朱红梅 罗帅

本报2月10日讯 每个
春节， 鞭炮带来的事故不
少，记者今天从全省多家医
院了解到，不少人在这节日
期间因鞭炮受伤，有的失去
了手，有的伤了眼睛，后果
非常严重。
大年三十晚上，邵阳十
岁的男童乐乐跟随爸爸在
家门口燃放烟花，当他点燃
第三桶烟花引线后，被烟花
炸伤了眼睛。因为眼部流血
不止， 乐乐立即被送到医
院，目前他正在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接受治疗。
比起乐乐，27岁的小方
受伤更严重。他用鱼雷（威
力很大的爆竹）来增加过年
气氛， 不料把右手炸断，肠
子也被炸穿孔。目前，小方

正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接受治疗，右手已经截肢。
在春节被鞭炮炸伤的患
者还有很多。 在湘雅二医院
眼科， 从2月2日到今天接诊
了20余例眼部受伤的患者，
主要以独自燃放烟花的儿童
以及俯身察看“哑炮”的市民
为主。 同样位于省会长沙的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长沙
市第四医院也纷纷收治了鞭
炮炸伤患者。
湖南 省各 个市 州 的情
况也很严重。 从除夕开始，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 急
诊一共收治了18例鞭炮炸
伤患者，其中住院的患者达
到8人。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沙丽娜 刘振 唐静霞

链接
鞭炮炸伤后，这样紧急处理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
科主任许喜生介绍，患者在遭遇
鞭炮炸伤后，需要进行最基本的
急救措施。
1. 首先就要用无菌纱布或
干净的手帕盖在伤口上，然后马
上去比较近的正规医院进行检
查和做治疗。
2. 去医院之前不要用清水
清洗伤口。 水中有很多的细菌，
尤其炸伤眼球之后用清水清洗
反而增加感染。
3.用纱布去覆盖伤口，但不
能用力按压。 因为在压力下，伤
口反倒难以好转。
4.不要舍近求远，要就近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