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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烈士“回家”！谁知道这个地名在哪》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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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8日讯 7日10时
许，郴州一名60多岁的老人不
慎从楼顶坠楼，卡在两栋楼房
不足40厘米的夹缝中无法动
弹，情况十分紧急。安仁县消
防大队接警后迅速出动，成功
将被困老人救起送往医院救
治。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安仁
县消防大队接到一群众报警
称：安仁县龙市乡山峰村一名
老人不慎从自家一层楼的房
顶摔下， 卡在两栋楼房之间，
急需救援。“我右边不会动了，
右手好像断了 , 全身都痛
……” 指挥员到达现场后发
现，老人被卡在两栋楼房夹缝
中，地上都是碎玻璃渣、废弃
瓷砖……老人身体被卡得死

死的，根本无法动弹。
两栋楼房之间只有不足

40厘米， 人根本无法正面行
走，只有单人侧身才能勉强通
过，现场指挥员试图将老人扶
起来，但是老人右侧受伤无法
自己使上力气。现场指挥员决
定采取一名消防员从墙缝对
老人牵拉和从房间内墙体凿
一个洞从下面推，一边拉一边
推合力的方式将老人救出。

据其家人介绍，老人患有
老年痴呆症，当时和老伴吵架
独自从这栋楼爬向另外一栋
楼，不慎从楼顶跌落到房子间
的墙缝中，救援人员将老人救
出后，立即送往医院观察。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通讯员 林思

二胎妈妈车上产子 被单搭建临时产房
孩子在车后座出生，省妇幼医生钻进车内为宝宝断脐，还好母女平安

一封寄给已故烈士的挂号
信，一个模糊的地址，牵动一座城
市的人接力寻亲。

连日来， 一封来自山东菏泽
开发区张和庄烈士陵园“寄给烈
士的信” 刷爆株洲市民的“朋友
圈”，人们都希望帮牺牲于菏泽战
役的牟宗川烈士找到家（详见本
报7月3日A06版）。

“接到十几个提供烈士寻亲
线索的热心电话， 牟宗川是湖北
省的利川市（属恩施市）汪营镇人
的概率很大。”7月8日， 寄件人张
树华告诉记者， 已将寄往湖南省
茶陵县的挂号信转寄至湖北。

【回顾】
帮烈士找家，多城接力寻亲

6月27日下午，茶陵县邮政分
公司投递员彭嫦娥收到一封挂号
信，立马将它交给主任段峰。段峰
看到信上的嘱咐， 深感责任重大，
但“湖南省茶陵县玉凤区牟家洲”
这个地址让人有点儿犯难。

“经过行政区划调整、城市拆
迁新建、人口流动搬迁，茶陵县变
化很大。我做邮政工作十几年，没
听说过茶陵还有以‘区’为行政规
划的。”段峰介绍，因收信人已牺
牲多年， 其个人信息无法在户籍
系统中查询，寻找难度太大；按照
流程，挂号信原本可做退回处理。

挂号信在茶陵待了4天，依旧没
有获得有效线索，7月2日， 张树华将
信转寄到衡阳常宁市，“牟宗川入伍
登记地址是湖南省荣林县玉凤区牟
家洲，但197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区划简册》 中没有登记荣林县，
大胆推测荣林县可能是株洲市茶陵

县、炎陵县，或是衡阳常宁市。”
常宁市邮政分公司负责人介

绍，7月5日收到上述挂号信，立马
组织邮递员开会，“我们要求200
多位同事转发了朋友圈， 也拜托
投递员下乡时询问线索， 尽最大
努力帮烈士回家。”

【进展】
牟宗川可能是湖北汪营镇人

6月30日，本报报道帮牟宗川
烈士回家一事， 收到多位读者提
供的寻家线索。 读者牟先生来电
称，看到朋友圈转发的新闻后，认
为牟宗川极有可能是湖北省利川
市汪营镇人，“我们这里是牟姓聚
集地， 利川市估计有10万名牟姓
人，汪营镇估计也有3万人。”

7月8日，张树华告诉记者，在
查阅张和庄烈士陵园的信息时发
现，“菏泽战役的士兵大多来自苏
北地区， 烈士入伍登记地址为湖
南，可能有历史原因。”

7月4日， 楚天都市报报道了
张和庄烈士陵园姚远道烈士成功
回家的故事。 侄儿姚亮喜介绍，大
伯姚远道在17岁时被国民党抓了
壮丁， 后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菏泽战役中牺牲。这一新闻在某
种程度上证实了张树华的说法。

“接到了十个线索电话，牟宗
川有90%的可能性是汪营镇人。”
7月7日， 张树华已将挂号信再次
转寄至湖北省利川市。 记者了解
到，待挂号信送至汪营镇后，镇上
有威望的老人将查阅族谱， 寻找
关于牟宗川的信息，“哪怕只有万
分之一的可能， 我都不会放弃。”

■记者 黄亚苹

本报7月8日讯 东莞3月大
女婴被高空苹果砸中头部导致残
疾，深圳5岁男童被掉落的玻璃窗
砸中去世，高空坠物带来的伤害，
让人胆战心惊的同时， 也心痛不
已。长沙市望城区的琪琪（化名），
才5个月大，在7月1日被一根空降
的钢筋戳穿了大腿。万幸的是，钢
筋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 今天上
午，伤口愈合的琪琪，从省人民医
院出院。

回忆起孩子受伤的那一幕，
琪琪的妈妈现在还会心跳加速，
后怕不已。7月1日早晨，琪琪躺在
婴儿车里， 妈妈推着她一起送姐
姐上幼儿园。与往常一样，姐姐走
在前，妈妈推着婴儿车走在后。突
然，车里的琪琪大哭起来，随后一
根长长的钢筋倒在婴儿车边。妈
妈急忙查看， 发现琪琪右大腿内
侧和外侧各有一个伤口， 鲜血直
流。

经过了解， 钢筋来自路边一
栋在建民房。施工人员解释，他们
在六楼作业时，不小心掉下一根4
米长的钢筋。 垂直掉落的钢筋刚
好插到琪琪的大腿里， 贯穿大腿
后， 钢筋触碰到婴儿车底布弹了
出去。

随后， 家属赶紧将琪琪送到
省人医小儿骨科。万幸的是，经过
放射学检查， 琪琪体内没有金属
残留，钢筋“完美”地避开了她大
腿处重要的神经、血管和骨骼，没
有造成更为严重的伤害。 记者了
解到，入院后，医生为琪琪接种破
伤风抗毒素， 并对伤口进行彻底
处理， 预防感染。 经过一周的治
疗，琪琪伤口愈合，在今天上午出
院了。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梁辉 李范玲

本报7月8日讯 7月7日
上午8点52分， 一辆白色私家
车在交警的指引下，停在省妇
幼保健院的急诊前坪上。“医
生，快来啊，有宝宝已经生出
来了！” 接到一名男家属的呼
救后，急诊科护士蔡亮新一边
通知刘秋红医生，一边推着平
车就冲了出去。

当医护人员打开后座车
门时， 只见一名产妇横躺在
座椅上，婴儿已经出生，躺在
妈妈的双腿之间。 刘秋红立
即决定在车内为宝宝断脐，
工作人员扯开了一床被单进
行围挡， 搭造了一个简易的
“产房”。

护士将准备好的产包、婴
儿包打开，刘秋红钻进车内消
毒、戴手套为宝宝断脐。宝宝
被抱出来后，蔡护士马上为她
擦干净身上的血渍，用包被包
裹好抱在怀中。此时产房的助
产士也接到通知赶到了现场，
大家合力将产妇挪到平车上，

医护人员一起将产妇与新生
儿护送至产房做进一步处理。
在医护人员的迅速处置下，母
女平安。

据悉，怀孕35周多的江女
士是位二胎妈妈，昨天回到醴
陵的娘家准备小住几天。当天
早上7点左右她突然感觉腹
痛，便让家人赶紧送自己赶往
医院。下了高速后江女士一家
害怕堵车，求助于交警，没想
到，宝宝还是出生在了赶往医
院的途中。

省妇幼保健院急诊科主
任刘溯提醒准妈妈们，在孕期
一定要规律产检，有任何异常
情况都不要忽视。 当出现见
红、破水、规律腹痛等产兆时
一定要及时就医，尤其是二胎
妈妈们， 由于产道已经扩张，
产程相对较短。若是在路途中
出现紧急情况，最好就近选择
医院，以确保母婴安全。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文娅龄 武科

“熊孩子”膝盖被卡 洗手液帮他脱困
本报7月8日讯 7日下午

6时16分， 在湘潭火炬中路维
也纳酒店，一名小男孩不慎将
腿卡在石柱与墙面缝隙之间，
无法自行取出。湘潭消防支队
特勤中队接警后立即出动救
援。

6时22分，消防救援人员
携带救援器材赶到现场后，
发现一名7岁左右的“熊孩
子”由于贪玩，将左腿膝盖伸
进酒店装饰石柱与墙面之
间，不慎被卡，不能动弹。经
过现场观察后， 消防指战员
立即开展救援。 一方面准备

破拆工具做好破拆准备，另
一方面， 立刻用剪刀剪开小
孩裤子， 将裤子一点点慢慢
剥离，扩大移动空间。随后，
消防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将
酒店的洗手液涂抹在小孩膝
盖部分加大润滑度， 减小摩
擦力。 救援人员一边询问小
男孩“疼不疼”，与其交流对
话转移注意力， 一边小心翼
翼将小孩被卡腿部往外移
动。6时30分小孩被卡的腿部
被移出，成功获救。

■通讯员 蒋迎亚 朱亚军
记者 张洋银

老人坠楼被卡墙缝 消防员拆墙救人

有了新线索，寻亲信已转寄湖北恩施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知道关于牟宗川烈士的相关信息，可与
本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联系，帮助烈士牟宗川早日回家。

高空坠物又惹祸
“空降”4米长钢筋
戳穿女婴大腿

悬！

急！

险！

省妇幼前坪，医生从车后座抱出刚
出生的宝宝。

安仁县一老人坠楼被卡墙缝，消防员在紧急施救。 均为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