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今年11月4日至今，对65岁的陈小平来说，可谓
是经历了太多太多。早年离异的他不幸患上了结肠癌，
没钱动手术也没人照顾。欣慰的是，昔日的同窗好友们
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大家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每天雷打不动安排人轮流到病床前
照顾他。

12月3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陈小平入住的株洲
仁和妇产医院病房内感受到一股爱的暖流， 让人觉得
冬日医院的病房内暖意融融……

（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新闻）

本报12月3日讯 明明人和车
都在家里， 却接到了远在长沙的违
停被举报电话。 永州的张先生就遇
到了这件蹊跷事。今日，长沙交警揭
晓了答案：原来是车辆被套牌了。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 自家的
店门口被一辆违规停放的小车挡
住了。” 长沙开福区交警大队民警
周鹏昆介绍，12月2日上午9时许，
有群 众 举报 ， 一辆 车 牌为 湘
M00098的小车挡在了自家的门店
前，请联系车主来挪车。巡逻民警周
晓云立即前往查看，结果查询发现，
该车牌应该是属于一辆轻型厢式货
车，与现场的蓝色小型汽车不符。

“我们马上就打电话联系了湘
M00098的车主，他本人和车都在
永州，那基本就确定眼前这辆车是
套牌车。”周鹏昆说。

“平均每个月都能查到两三辆
套牌车，一经查实，对套牌车驾驶员
将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3500元的
处罚。”周鹏昆提醒广大车主，平时要
多关注自己车辆的违章信息，如发现
异常可拨打122或直接就近去交警
岗亭进行查询。

由于联系不上蓝色小车车主，
民警现已依法将车辆暂扣。记者了
解到，民警目前正在调查该套牌车
在此之前是否还有其他违章，查明
后将一并处理。

■记者 田甜 图、视频 刘品贝

常德临澧：
挂牌督办2家重大隐患单位

湘潭市雨湖消防救援大队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中创新开展“党建领航、共创平
安”活动，通过与辖区社会单位党
组织共建，努力形成了“党建带头、
共谋发展、共抓消防、共保民生、共
促和谐”的工作新格局。

每季度至少联合开展一次主
题党日活动，采取上互动式党课教
育、参观见学等形式，既最大可能
的满足社会单位的党建工作需求，
又丰富了消防队伍党组织生活的形
式、内容。同时，“一站式”收集社会
单位对消防放管服改革、 消防监督
执法、 灭火救援救灾等方面工作的
意见建议， 不断增强群众消防安全
意识，更加精准、有效地服务群众。

在分享党建资源同时，雨湖大
队党委着眼提升社会单位消防安
全管理水平，建立“1+N”党建联合
体模式，以大队党委为主体，联动
“N” 个辖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火
灾高危单位，灵活开展“党建引领、
共创平安”联动党建活动。

■通讯员 朱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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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我还以为是
他的亲戚们轮流来照顾，
最后得知是同学， 我们都
被这份珍贵的同学情感
动了。” 医生张杰告诉记
者， 一名癌症病人在妇产
医院治疗， 在医疗行业也
算奇葩。 当确诊为结肠癌
后， 考虑到医院在治疗癌
症方面并不专长， 医院曾
建议转院， 陈小平考虑到
去大医院费用更高， 无力
承受，坚持要在这里治疗。

最后， 医院请来专家
指导手术， 经过两次手术，
陈小平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减免了手术费、特护费，至
少省了好几万。”张杰说。

“后续还需要10余万
元的费用，我们怕筹不到
这么多钱。”王保林说，现
在同学们正在替陈小平
向社会公众求助。如果你
也想关心困难中的陈小
平， 请拨打爱心电话 ：
13973358603。

近日，常德市临澧县政府对临澧
县东站宾馆和临澧县瑞麟宾馆2家重
大火灾隐患单位进行挂牌督办。

临澧县消防部门对全县宾馆酒
店开展安全检查时发现， 临澧县东
站宾馆和临澧县瑞麟宾馆均存在安
全出口数量不足， 已不具备安全疏
散条件； 宾馆大部分疏散指示标志
损坏； 宾馆楼梯间设置形式不符合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
等隐患。

临澧县消防部门依法判定以上
2家宾馆存在的火灾隐患为重大火
灾隐患，下发《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
知书》， 责令该2家单位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整改工作， 并提请临澧县政
府予以挂牌督办。 ■通讯员 王颂扬

本报12月3日讯 “刚到医院
就生了孩子，家里什么都没准备。”
今天上午，28岁的小媛（化名）看着
襁褓中的孩子仍旧有些懵，坚信自
己只是长胖怎么会突然生了孩子？

“医生， 我肚子痛……”12月1
日16时20分， 一辆120急救车疾驰
而来，停在省妇幼保健院急诊科门
口。车门打开，医务人员推下来的
平车上躺着一名女子，她就是小媛。

护士罗逢源立即询问：“你怀
孕了吗？”小媛坚决否认，罗逢源立
即通知周思斯医生，并将小媛送至
妇检室做检查。

周思斯刚褪下小媛的裤子，就
见到她两腿间一个圆圆的小脑袋
鼓了出来， 赶紧大声对护士说：
“快！孕妇宫口开全啦，通知产房，
赶紧护送！” 急诊科的医护人员迅
速将小媛护送到了产房。 短短7分
钟后， 小媛产下一名重3550克 的
男婴，母子平安。

“她不敢相信自己怀孕这个事
实。”罗逢源告诉记者。在去往产房
的电梯里， 小媛仍在询问：“医生，

你确定我肚子里有宝宝了吗？”并
一直强调自己“宫寒”不可能怀孕，
直到宝宝出生，她都还不相信这个
事实。

面对医生的询问，小媛的姐姐
表示，每次去小媛家，都觉得妹妹
的肚子在变大。 自己曾多次提醒
检查一下是否是怀孕， 但妹妹都
说自己只是“长胖”不可能怀孕，
整个孕期一次产检都没有做。从
11月30日下午， 小媛出现不规则
的腹痛， 一直到12月1�日下午腹
痛加剧，才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将她
送到医院。

“宝宝出生了， 什么准备都没
有， 一家人手忙脚乱也不知道该做
些什么了。”小媛的姐姐说。面对记
者，小媛及家属婉拒了采访的要求。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急诊科主
任刘溯提醒，育龄期女性一旦出现
月经紊乱、停经的情况，一定要及
时就医检查。如果怀孕了，整个孕
期需要按时到医院产检，以免发生
意外。 ■通讯员 文娅龄 武科

记者 李琪

65岁孤老患癌，同学凑钱保命轮流照顾
情谊：中学毕业50年仍保持联系 现场：同学真情感动医护人员

■记者 杨洁规

28岁女子腹痛送医，7分钟生下孩子

湘潭雨湖：
党建活动助推消防安全

人和车都在永州，车却在长沙违停

陈小平家住株洲天元
区金彩明天保障房小区，
上世纪80年代， 从机关单
位离职后下海经商，20余
年里， 因经营不善亏损了
全部家当，家庭也破裂了。
独生女儿因患有精神分裂
症，生活不能自理。步入老
年后， 他靠吃低保维持生
计，生活孤苦。

“这一次要不是我这
些几十年的同学， 这条命
估计就没了， 我很感谢他
们。”陈小平说，变故要从
10月底的同学聚会说起。

10月下旬， 陈小平吃
了3个柿饼后，突然感到腹
胀， 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硬撑了七八天，不能吃饭，
也不能排便， 吃了药都没
用。”直到11月4日，老同学
王保林打电话询问其为何
没参加同学聚会，实在撑不
住的陈小平才告知了真相。
王保林立即赶到陈小平住
处， 将他送到附近医院救
治，被初步诊断为肠梗阻。

“是王保林帮我垫付
的3000元住院门槛费，但
当天就欠费了。” 陈小平
说， 因无力承受高额的治
疗费用，当晚，他转院到了
株洲仁和妇产医院。

“当时就诊断为是结
肠癌中期。”主治医生张杰
说。

一个电话让他捡回一条命

就在陈小平陷入绝望
时， 王保林将其患病的消
息发布到了老同学微信
群，并发起募捐。

“做了两次手术，有同
学捐了三次钱。”老同学周
惕根告诉记者， 这群上个
世纪70届的中学老同学
得知这一消息，纷纷伸出
援助之手，“周明宪退休
工资每月2000多元，自己
的手机用了五六年都舍
不得换，一次就捐了1000
元。最终，全班30多名同学
共计筹了2万余元。”

除了治疗费的缺口，
因与妻子离异， 家中兄弟
年事已高， 患病后谁照顾

他，也成了一个大难题。
最开始王保林、周惕

根等几名同学24小时轮
流照顾， 实在支撑不下
去，又在微信群中号召，
越来越多的同学主动加
入到照顾陈小平的队伍
中。“有的同学生活也不
是很好，有的自己也得了
病，但是他们帮我擦洗身
子、剪指甲，甚至还端屎
端尿，比亲兄弟还亲。”说
起这些珍贵的同学情，陈
小平的眼角湿润了。

记者采访过程中，陈
小平的几位同学来到了病
房， 有位还带来了家里做
的萝卜排骨汤。

昔日同窗纷纷伸出援手

同学真情感动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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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正在精心照料陈小平。 记者 杨洁规 摄

怀孕竟不知？

套牌车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