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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你们救救我儿子，赶
紧救救他啊……” 幼童妈妈报
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事故现
场为一楼往上的扶手电梯入
口， 现场聚集着大量的围观群
众， 男童右手手臂以下被卷入
一二级台阶之间， 男童只能趴
在电梯台阶上，“妈妈、妈妈，手
痛，帮帮忙……”孩子的哭声，
不但牵动着妈妈的心， 也牵动
着在场的每一位消防员的心。

“必须赶紧把孩子的手救
出来！”消防人员判断，由于男
童的右手是被扶梯卷进去的，
右手手臂以下伤情不容乐观。

情况紧急， 消防员先是尝
试打算利用液压扩张器从扶梯
侧边扩大救援空间后， 将男童

手臂取出， 但由于无法直接观察
到男童手臂被卡的具体位置以及
伤势， 为避免反向挤压而造成二
次伤害， 消防员排除了这一救援
方案。

随后，消防员打开扶梯底板，
打算从内部将扶梯台阶一级级拆
除，但由于内部机构复杂，这一方
案也并不可行。

最终， 消防员决定从扶梯侧
面入手。 为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给
男童产生二次伤害， 现场安排一
名消防员主要负责保护、 观察男
童， 同时安抚男童及其家属的情
绪。由于扶梯侧面无缝隙，无法直
接观察到内部情况， 消防员决定
采取“切、凿、扩”的方式，强行撑
开扶梯侧面的“观察窗口”。

本报7月7日讯 出门在
外， 难免有因大意而遗失随身
物品的时候， 可如果丢了重要
证件， 那就麻烦了。7月5日，长
沙市民杨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
件糟心事。幸运的是，他落在马
路边的公文包被一名好心的滴
滴代驾师傅捡到， 对方想方设
法主动联系他，10小时后，遗失
的公文包失而复得。

昨天上午， 杨先生特意致
电本报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
感谢代驾师傅的无私帮助，同
时希望借此传递社会正能量。

路边打的
律师上车后落下手提包

“7月5日晚上12时许，我
在潇湘北路渔人码头附近参
加一个商务应酬，送完客人后
就坐在路边，一边休息一边拦

的士回家。”杨先生告诉记者，
他也没想到，上车时竟然会犯
迷糊把黑色手提公文包给落
在路边了。

据悉，杨先生是一位律师，
包里除装有2000元现金外，还
有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重
要文件资料。“那些证件和文件
都很重要， 丢失了会带来非常
严重的影响， 真是把我吓得不
轻啊。”说起这事，杨先生仍显
得心有余悸。

意外捡包
代驾师傅设法找失主

杨先生没想到的是， 他坐
上的士离开后， 湖南亿鸿司管
公司的滴滴代驾司机张新文恰
好来到他上车的位置候客接
单，并拾得此包。

“我没有失主的电话，也不

好私自翻包， 无奈之下就在原地
等着，想着失主会过来寻找。结果
过了二十分钟，还是不见失主，我
就在公司的业务群发布了相关信
息，并与公司主管领导联系，希望
公司能够通过平台或交管部门找
到失主。”张新文说。

7月6日上午10时许， 在旁人
的见证下， 张师傅在包内找到了
失主杨先生的名片， 并将情况汇
报给公司领导。之后，公司安全主
管唐文波和招聘主管陈天宇随即
与失主杨先生取得了联系。

“我接到电话时，真的是又惊
又喜，没想到竟然还能找回来。而
且，张师傅不仅拾金不昧，还想办
法主动联系我， 这让我十分感
动。”杨先生告诉记者，昨天上午
11:30， 张师傅不顾晚班疲惫，利
用白天的休息时间， 专程赶往公
司，将包原封不动交给了他。

■记者 和婷婷

本报7月7日讯 古代时期的
开福寺、 近代时期的长沙火车站
到现代时期的杜甫江阁， 长沙不
同时代特色建筑成为城市的记
忆。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大四毕业
生肖一新在长沙生活了四年，深
深地被这座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
城市吸引， 所以她用毕业设计作
品———“‘2.5D长沙’ 信息图表设
计”来表达她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作品主要还原了长沙大部分
特色建筑，分为古代、现代和近代
三个不同篇章， 为使建筑设计得
更加有视觉效果， 肖一新采用
“2.5D”这一新的插画发展趋势为
着落点。

2.5D是什么呢？ 肖一新告诉
记者，实际上是带有3D平行透视
角度+2D的设计风格， 最早出现

在游戏设计中，从制作难度上比3D
简单很多， 视觉冲击力强。“而我的
作品就是利用视觉的力量结合信息
图表，把长沙城简洁、明确、清晰地
呈现在眼前。”

为了研究长沙不同时代建筑的
发展历史，肖一新从实地考察拍照，
到查阅各类相关文献， 再到泡在图
书馆钻研信息图表， 又从零开始学
习平面软件建模， 在一步步的摸索
和研究后， 建筑模型越来越接近它
本身的样貌，更为“2.5D”化。

“我希望这份信息图表能使省
内外所有人更好地认识长沙、 了解
长沙， 并且爱上这座充满人间烟火
气息的城市。”肖一新也正是因为对
长沙这座城市的热爱， 才有了这份
出彩的毕业设计。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沅江2岁男童手臂被卷入扶梯，30分钟救援一波三折

幼童忍痛止哭催落消防“男儿泪”

遗失路边的公文包，10小时后失而复得
长沙一律师深夜打的时落下，代驾师傅捡到后忙找失主

随着暑期的到来，儿童意外伤害事故有所增加。7月5日傍晚5点半，益阳沅江市城市
之星商业广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2岁幼童的右手被卡在了正运行的自动扶梯中，动弹
不得，情况紧急。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事故现场，救援过程一波三折，所幸30分钟后，
男童右手手臂被成功从扶梯缝隙中取出，并立刻送医救治。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通讯员 陈灿

由于被困的是一名才两岁
的幼童，身体非常娇弱，消防员
不敢用力， 凑近后用工具一点
一点地破拆， 时间一分一秒地
过去了，救援仍在继续。半小时
后， 消防员成功将男童的右手
手臂从扶梯缝隙中取出， 立即
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我当时安慰小朋友，让他
不要哭了，他也很勇敢，强忍着
疼痛， 真的有一段时间没哭
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参与
现场救援的沅江消防救援大队
四级消防士刘成落下了“男儿

泪”。刘成说，从肉眼可以看到小
孩手上的伤很严重， 但他却能忍
住剧痛， 配合他们不哭不闹，“我
为他的坚强动容。”此外，一波三
折的救援过程， 最终成功救援的
喜悦感，让他“喜极而泣”。

记者了解到，目前，男童正在
医院接受救治。

从商场的监控视频中可以看
到，当时小孩正在母亲的带领下乘
坐电动扶梯下楼，由于孩子好奇，将
右手伸入了扶梯下方右侧的缝隙
中，随着扶梯的下行，缝隙越来越
小，最终导致了文中出现那一幕。

手卡扶梯 消防救援一波三折

感同身受 消防员落下“男儿泪”

提醒

暑假期间
安全防护莫大意

每年暑假都是儿童
意外伤害事故的高发季
节。生活中，一些在大人
看来不危险的事物，都可
能让小朋友受到巨大的
伤害。在此，消防部门提
醒广大家长，要提高安全
意识，学习掌握基本的自
护、 自救和逃生方法，减
少和避免各类意外伤害
事故的发生。尽量不要让
孩子单独在家，做好家中
各个窗户的安全防护栏
的配置；家用电器不要长
时间使用，如果电器出现
发热现象，要立即停止使
用并断电，所有孩子够得
到的插座要套上专用的
塑料罩；商场的自动扶梯
是意外事故频发的地方，
乘坐扶梯前，应先检查是
否正常运行，带孩子乘坐
扶梯时，一定要拉紧孩子
的手；在游乐场，一定要
确保娱乐设施的正规性，
最好不要穿连帽衫、带有
绳子的衣物等；一定要到
室内游泳馆等安全的场
所游泳， 下水前做好热
身，要穿戴救生衣、救生
圈等保护器材。

看完这份2.5D信息图
忍不住爱上长沙
大四女生用毕业作品定格长沙记忆

作品一览

还原长沙不同时代的特色建筑
记者在作品中可以看到， 古代建筑涵盖了五代时期的开福

寺、 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1577年的火宫殿、1639年的白沙古井、
1746年的天心阁和1792年的爱晚亭等。 古代建筑信息图表除了展
现出历史文化遗址外，还有历史名人朱熹、楚文明以及湘楚文化。

近代建筑信息图表筛选出的建筑均建于1840年至1949年，包
括了1912年的裕湘纱厂、1932年的湖南省国货陈列馆、1853年的中
山亭（重建）、1912年的长沙火车站、1866年的西文庙坪和1903年的
湖南第一师范旧址。

值得一提的是，各类小细节也体现在其中，如绿皮火车和旧
时长沙药王街口的人力车。

现代建筑包括有2017年的长沙国际金融中心、2016年的梅溪
湖国际艺术中心、2015年的长沙滨江文化园、2005年的杜甫江阁、
2003年的摩天轮、1994年的湖南广播电视中心、1959年左右的湖南
省博物馆和1958年的湖南烈士陵园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大四毕业生肖
一新用信息图表还原长沙不同时代的
特色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