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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护士长跪地施救受伤的成都男子
事发地铁青年路站：成都男子摔倒骨折，武汉女子电话请教骨科教授施救
武汉晚报记者张全录
前晚，地铁青年路站，一男子摔倒疑似骨
折，无法自行爬起。一旁热心市民有心帮忙，
却不懂施救技巧。男子独自躺在地上 10 多分
钟，一名同济医院的护士长路过，和丈夫一起
对受伤男子施救。随后 120 急救人员将男子
送往医院。医生称，没有护士长及时对伤腿进
行固定，后果不堪设想。

男子摔倒 10分钟起不来
日晚上 8 点 50 分左右，在汉工作的成
都男子陈翔，在地铁 2 号线青年路站 B 出口
附近摔倒。陈翔说，因为自身重达 220 斤，重
重一摔，导致右腿膝关节反转，疑似骨折。当
时腿部没有太多知觉，自己挣扎了几下，根本
无法站起来。
陈翔躺在地板上十几分钟，不时有路过的
市民上前关心询问，当得知是摔倒了，不少人都
想帮忙，却害怕不得法，造成二次伤害。
这时，一名 30 多岁的女子赶过来，女子
询问清楚状况后告诉受伤的陈翔，自己是同
护士长（右）跪地救人（彭先生拍摄） 济医院骨科的护士长，她可以帮忙。女子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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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一骨科教授，女子描述了现场的情况，请
教授指导救治方法。
挂断电话后，女子请热心市民彭先生和
地铁的工作人员帮忙找来一些硬纸板，并现
场裁制了一个固定架，之后，用绷带将陈翔受
伤的右侧膝关节固定。

护士长跪地施救
护士长现场施救的画面被路人彭先生拍
摄了下来。画面中可以看到，护士长双膝跪
地，在给伤者做固定。现场，不少人也都看到
了，纷纷表扬这名护士长。
昨天上午，记者联系了这名护士长。她是
同济医院骨科病房护士长田薇。当晚，她和丈
夫路过现场时，得知有人受伤，便立即上前询
问。
田薇说，“ 我一看，他的右侧膝关节已经
肿大，扭曲，骨折的可能性极大，再看他的嘴
唇，已经因为疼痛而发乌。我询问他受伤部位
的情况，他说，‘ 已经麻木了。’我猜测，他的膝
关节已经因骨折、畸形而影响到供血和神经

施救及时没延误病情

昨天上午，记者联系了陈翔，他说，正是
那名女护士长的帮忙，让他受伤的右腿及时
得到了科学的固定和救治。后来，医生告诉
他，若当时没有及时对伤处进行减压和固定，
伤及血管和神经，后果不堪设想。
吃荔枝算酒驾不？

“都市茶座”举行
姚俐玲湖北小曲专场

民警现场解答

本报讯（记者汪健 通讯员周明德 张敏）6
月 18 日，在沌口东风阳光城小区，武汉开发区
（汉 南 区 ） 举行“红色引擎工程—万名警察进社
区”活动，为群众送服务上门。
现场，交管部门为市民演示酒驾测试。
市民李先生吃下两颗荔枝后，对着酒精测试
仪吹了一口气。“嘀……”仪器上显示:含有酒精，
酒精含量为 17mg/100ml。“这算酒驾吗？”李先生
提出疑问，现场干警回复，酒驾的标准为 20mg/
100ml，而醉驾的标准是 80mg/100ml，像李先生
这样的情况，虽然达不到处罚标准，但会提出口
头警告。不过最终的处罚标准还是以血检给出
的数据为主，吹气检测仅作参考。
活动现场，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公安、交管、
消防、民政、教育等各个部门现场办公，为市民提
供咨询、办理户籍、暂住证、驾照等方面业务。
“我名字中有个生僻字，很多时候电脑打不
出来，我想改个名字应该怎么办理？”在户政办
理处，一位市民问道，同时他也带来了相关资
料，现场就把事情办妥了。还有市民前来年审驾
照、为宠物办证等。

昨晚，在汉口“都市茶座曲艺剧场”，姚俐玲湖北小曲
专场演出在曲迷们的热烈掌声中举行。百听不厌的湖北
小曲《千古知音》《玲珑塔》等演唱，赢得了曲迷们阵阵掌
声。姚俐玲是“非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曾在第七届中国
曲艺牡丹奖比赛中，凭借湖北小曲《千古知音》获得牡丹
奖表演提名奖。
记者石一 摄影报道

“遛娃神器”武汉亲子旅游年票升级发行
198元畅玩93个亲子场馆
本报讯（记者甘娟 通讯员吴中良）昨
月 31 日。目前，跨年版年票亲子场馆达 93
—“ 2017-2018 武汉亲子
家（后 期 还 将 不 断 新 增），所含场馆门票总
天“遛娃神器”——
游览年票跨年版”升级发行。
价值 8578 元，其中包含温泉嬉水乐园 10
个、儿童职业体验 3 个、主题游乐园 30
2018 武汉亲子旅游年票 198 元 / 张，
有效期从 2017 年 7 月 1 日到 2018 年 12
个、拓展及 DIY 场馆 9 个、亲子人文景区

传导的通畅了。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可能会导
致腿部坏死。请教了我们医院的骨科教授，并
按照教授的指引，我立即给伤者做了受伤部
位的减压和固定。”
因为穿着短裙，又需要俯身救助，所以，
整个为伤者做受伤部位固定的过程，田薇干
脆双膝跪在地板上进行。
帮伤者固定好后，田薇在丈夫和一名路
人的帮助下，将 220 斤重的陈翔抬上了地铁
方面提供的轮椅。田薇说，在医院经常帮 200
多斤的病人翻身，她虽然只有 90 斤，但掌握
技巧，一样可以做到。
当晚 10 时 20 分左右，民警联系了救护
车，将男子送往武汉市第一医院进行治疗。

个、休闲娱乐场馆 15 个、儿童剧场 6
个。不光提升了数量，还增加了更多有品
质好玩的场馆和景点，包括星期 8 小镇、
万达儿童乐园、两江游轮江汉游船、武汉
冰雪王国、三里畈温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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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首座跨山玻璃桥开放
中高考生免费，持腾旅 e卡通免费
本报讯（记者甘娟 通讯员吴萌）昨天， 底。景区负责人介绍，桥面采用三层特种夹
黄陂木兰天池景区玻璃天桥开放。这是华
胶玻璃叠加而成，每块玻璃可承载 350 公
中首座跨山玻璃天桥，昨天首次来尝鲜的
斤，经专家测算，天桥可同时容纳 1500 人。
市民使景区达到最大承载量，景区暂停售
游玩玻璃天桥定价 30 元/人，8 月 30
票一小时，有效疏通了游线拥堵情况。
日前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游玩，
木兰天池玻璃天桥全长 168 米，垂直
体验木兰天池玻璃天桥。此外，持腾旅 e 卡
高度 100 多米，两峰崖壁陡直，中间裂谷横
通年卡可不限次免费游玩该桥。目前，腾旅
穿，站在玻璃天桥上可将天池美景尽收眼
e 卡通年卡的涵盖景区已达 57 家。

中商优品汇引进“汉欧”班列美食
率先带江城市民尽享“一带一路”优品
不仅有来自白俄罗斯的液态奶，还有法
国波尔多的葡萄酒等一系列琳琅满目的进口
商品。6月 16日，首次通过中欧武汉班列回
程，直接摆上中商平价优品汇中南店的货架，
有效缩短“一带一路”沿线美食与内陆普通市
民之间的时空距离。
此外，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中商平价与汉
欧集团将于 6月 16—30日共同推出主题营
销：活动期间，由身着俄罗斯传统服装的俄罗
斯美女，在中商优品汇现场提供俄罗斯牛奶、
法国红酒、德国啤酒试饮；法国原产干红葡萄
近日，在中商平价优品汇“一带一路”优
酒买一送一、波兰啤酒买三送一等促销活动，
品专柜前，身穿绣花长裙的几名俄罗斯美女
让消费者足不出户也可享受欧洲地道美食。
正在给客人们奉上牛奶、醇正果汁、红酒……
（文 / 程艳 摄影 / 詹松 通讯员孙玉霞）

渤海银行 理财银行
高收益理财

期限

销售时间

起点金额

预期年化收益

新客户专属

228 天

6.19-6.22

5 万元

5.30%

武汉分行营业部：新华路 29 号庭瑞大厦。 电话：83936666
武昌支行：中北路地铁 4 号线楚河汉街站 C 出口。 电话：85563500
光谷支行：关山大道 111 号光谷时代广场。 电话：85500280
同乐广场小微支行：静安路同乐广场一楼。 电话：86652013
水果湖路小微支行：武昌区水果湖步行街派出所旁。 电话：87736526
常青路小微支行：江汉区常青路 149 号中国石油大厦 1 层。 电话：83872803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

武汉联通将 5G 理念引入 4G LTE 网络
5 月底，湖北武汉联通与爱立信 （中
国） 有限公司合作，开通了武汉联通爱立
信区 域 LTE 网 络 共 300 个 基 站 的 ELC
（极简载波） 和 256QAM （高阶调制技术）
新功能。两项功能开通后， UE （用户体
验） 的 单 载 波 峰 值 下 载 速 率 从
149.47Mbps 提升到 196.61Mbps ，提升了
31.54% 。在现网大规模开通此两项新功
能在中国联通尚属首次。
据悉，极简载波是 5G 网络功能的前
移。经过多次可行性研究验证，极简载波的
引入，有诸多优势。一是兼容性强，并有效
提升网络吞吐率。极简载波可灵活调整参
考信号的发射时间，以兼容现网终端的不
同行为。路测对比数据显示，当极简载波开
启时，网络吞吐率提升 38%。二是降低小
区间信号干扰，显著提升用户数据传输速
率。极简载波针对网络中高容量、高干扰、
上下行能力提升等场景发力，动态减少

网络中不直接与用户数据相关的发
射，以达到减少小区间干扰、获取更高数据
传输速率效果。三是引入极简载波技术减
少信号干扰，同时还适合将全新 256QAM
高阶数字调制方案投入应用，将更高速数
据传输优势扩展到现有基站环境中。极简
载波技术可将 256QAM 的使用时间延长
280% 。 现 行 的 64QAM 与 新 投 入 的
256QAM 混合高阶调制方案取代了原有单
一 64QAM 数字调制方案，用户体验的单载
波峰值下载速率提升 31.54%。四是绿色节
电。极简载波通过消除不必要的信令和功
率，节省能源消耗和降低成本，实现绿色环
保。为测试具体节电情况，武汉联通选取湖
北教育学院西区学生宿舍和化工学院老校
区两个基站安装直流电表，对新功能开通
前后耗电量进行为期 1 周的评估。两个基
站每 GB 耗电量开通新功能后比开通前分
别下降了约 9.79%和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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