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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独自被困家中 众人合力灭火传递正能量

关键时刻，
他们冲进火场！
■ 时报记者 刘芸 报道 贾磊 摄影
“谢谢你，好邻居。如果不是你见义勇为，救了我的小孙子，后果我都不敢想。”
昨天，李朋胡激动地拉着韩润友的手道谢。当天，家住茶淀街八仙里的李朋胡家中
失火，
60 岁的韩润友等邻居冲进火场救人、
灭火，
传为一段佳话。

家属向韩润友（左二）、
刘卫国（左一
左一）
）致谢

男童独自深陷火场
3 月 13 日 7 时，家住八仙里 17 号楼
303 室的韩润友突然听到楼道里有孩子
的声音，一边哭一边喊：
“ 着火了，着火
了！”韩润友开门一看，只见对面的 301 室
半开着房门，门里冒着黑烟，烟雾里邻居
家 6 岁的小孙子正在大喊。
301 室平时是李朋胡和马文秀夫妻俩
带着小孙子居住。韩润友当时已来不及
多想，
一个箭步冲进 301 室，
把孩子抱了出

和救火后，他始终剧烈咳嗽，并不停地大
口大口吐着黑痰，更从鼻孔流出乌黑的
液体。火被扑灭后，韩润友才顾上自己
头 晕 、胸 闷 、咽 痛 的 症 状 ，悄 悄 去 了 医
院。直到记者发稿，他还在医院进行着
来。这时，302 室的刘卫国听到动静也打
盆回自家端水，一次又一次冲进火场灭
雾化治疗。
开了房门，韩润友赶紧把孩子抱给刘卫
火。此时，
刘卫国安置好了孩子，
打了 119
事 发 后 ，301 室 李 朋 胡 的 儿 子 李 军
国。
“大哥，
您把孩子安置好。
”
韩润友说。
报警电话，
也赶来帮忙。
“韩弟，
我腿不行， 说：
“多亏了这些好邻居。我父母不善言
刘卫国今年 70 岁了，因为腰病平时
我给你接水，
你来泼。
”
于是，
刘卫国从自家
辞，我代表父母感谢这些邻居。”301 室居
走路需要借助拐杖。接过孩子，刘卫国
一盆盆接水，
韩润友灭火。
民的家人表示要承担韩润友的医疗费
看到孩子一直发抖，于是赶紧把孩子抱
看到了浓烟，
在楼下居住的郑维和附 用，但是韩润友婉言谢绝，他说：
“邻居就
到了自家床上，
并用被子围上。
近超市的老板李增元也疾速跑上楼，
并立 和一家人一样，
不过是举手之劳。
”
刻帮忙救火。大家齐心协力地把更多的
社区工人员介绍，韩润友和刘卫国
好邻居一起灭火
水传递给韩润友，
使火势得到了有效的遏 都是社区的老党员，平时就热心助人，是
安置好孩子，
韩润友又冲进火场寻人， 制，
为消防队救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社区的志愿者。他们救火的善举现在已
发现没人被困，
才松了一口气。他发现起
在社区内传开，
向大家传递着正能量。
面对答谢婉言谢绝
火点在靠近北边的房间。当时，
靠窗处火
苗足有1米高。烟雾朦胧中，
韩润友抄起脸
消防队很快赶到现场，彻底将火扑
盆朝起火点泼了过去。301 室水龙头水流
灭。幸运的是，301 室无人员伤亡。此时
太小，
韩润友马上咳嗽着跑出来，
继续用脸
拼命救火的韩润友却满身黢黑。救火中

世界肾病日义诊
提醒重视尿蛋白+

记者 何沛霖 摄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昨天是第 14 个
“世界肾病日”，主题为“人人享有肾脏健
康”。泰达医院肾内科专家在一楼门诊大
厅举办义诊活动，
为市民免费答疑解惑。
义诊现场，一名中年男子两年前体检
结果显示尿蛋白一项为阳性（+），但是因
为身体没有任何不适，
便没当回事，
如今出
现血尿，
开始害怕了，
特地到医院就诊。
“肾
脏病的早期表现就是蛋白尿、血尿和高血
压，
日常体检中就能及时发现异常，
但是很
多人觉得身体没有症状就不在意，导致肾
病加重甚至发展成尿毒症。”肾内科专家
表示，
“ 从肾病到尿毒症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
其中任何一个时间及时地予以控制，
就
不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专家提到，尿中
泡沫增多长久难消，
尿量变少或夜尿增多，
出现酱油色尿、肉眼血尿和腰酸等症状，
也
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
不能掉以轻心。
“肾病是可以预防的，控制血压、血糖
和尿酸，
坚持规律的锻炼、健康的饮食和良
好的卫生习惯，对于预防肾病至关重要。”
肾内科专家提醒，防治肾病还是要以预防
为主，
首先是饮食上要少盐、少油、少肉、少
糖，
把“三高”
和慢性感染的致病因素消除；
其次是定期进行尿常规检查，在发生轻度
肾损害后及时干预治疗。

一、诺如病毒早知道
诺如病毒又称诺瓦克病毒（Norwalk
Viruses，NV），是一组杯状病毒属病毒，变
异快、环境抵抗力强、感染剂量低。感染
后潜伏期短、排毒时间长、免疫保护时间
短，
且传播途径多样、全人群普遍易感。
诺如病毒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能引
起患者呕吐、腹泻的病毒，具有高度传染
性和快速传播能力，常在学校、托幼机构
等集体单位暴发。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
高发，
也被称为“冬季呕吐病”。
诺 如 病 毒 生 存 能 力 较 强 ，极 容 易 变
异，能耐低温、耐酸，室温下在水、食物或
环境中都能存活较长时间。并且目前还
没有特效药和针对它的疫苗上市。
但是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属于自限
性疾病（自限性疾病，就是疾病在发生发
展到一定程度后能自动停止，并逐渐痊
愈，不需特殊治疗，只需对症治疗或不治
疗，靠自身免疫就可痊愈的疾病），公众搞
好个人卫生、食品卫生和饮水卫生是预防
本病的关键。

二、
诺如病毒感染后的症状
诺 如 病 毒 会 引 起 胃 肠 道 感 染 ，潜 伏
期 多 在 24-48h，最 短 12h，最 长 72h。 感
染者发病突然，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
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还可能出现发
热畏寒、头痛、肌肉酸痛等不适，儿童患
者多出现呕吐症状，成人患者则腹泻较
多。每天腹泻多达 4-8 次，
粪便为稀水便，
无粘液脓血。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时报讯（记者 张智）14 日，供暖期延长的
好消息刚刚到来，
大风降温也接踵而至。据气
象部门预报，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新区将迎
来大风天气，
气温下降 3℃左右。
14 日白天，新区天气晴朗，蓝天白云再次
“刷屏”。充足的阳光下，气温直线上升，最高
气温达到 16℃，不光是春意浓浓，甚至有了几
分夏天的感觉。然而，
下午天气发生了微妙的
变化，云层渐厚，天气转阴，风力也增加到 4
级，
温暖春意全无。
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15 日白天，大风
天气持续，西北风转南风 5 级、阵风 6 级转 3-4
级，
最高气温 13℃，
较前一天下降 3℃。
目前来看，大风天气将一直持续到 15 日
夜间。16 日，
最高气温将重新回升到 16℃。

楼前废品堆被清除
业主致电本报点赞
时报讯（记者 田敏）
“反映问题后，
这些杂
物就被清理了，很感谢！”日前，市民张女士致
电本报热线称，小区里有一名爱捡拾废品的
老人，常将废品堆放在楼栋前，不仅破坏环
境、影响通行，还存在安全隐患。业主反映该
问题后，居委会及城管部门经过多次工作协
调，终于在近日将废品垃圾全部清理，楼内居
民拍手称快。
张女士是宁波道花园里小区 12 栋的住
户，她告诉记者，楼内住着一名爱收集废品的
大爷，常将捡回的废品和垃圾堆放在楼栋外。
因存在安全隐患，居民十分担忧，但多次与该
居民协商均无果，
于是向居委会求助。
记者随后联系到花园里小区所属拥军里
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虽然短时间内他们就
联合街道综合执法大队清除了堆放的废品，
但
是却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工作人员介绍，
居
委会工作人员曾多次上门向拾废品的大爷宣
传消防知识，并耐心劝说，终于成功将 12 栋门
前堆积的废品清除。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他
们也在小区内张贴了禁止堆放杂物的通知，
同
时将对小区加强监管，
做到一发现就清理。

早点铺油烟扰民
被责令立即整改

免费学瑜伽 居民乐开怀
“听说开设的瑜伽课不
收费，就过来了！”3 月 12 日，
大沽街道“瑜悦人生，优雅伽
人”瑜伽公益课在安阳社区
活动室正式开班，家住附近
的运动爱好者潘宗英听说后
立马报了名。
据 了 解 ，该 公 益 课 由 滨
海新区妇联及大沽街道妇联

支持，未来一年，安阳社区每
周六上午都将开设一个小时
的瑜伽活动，丰富辖区居民
的业余生活。
据介绍，
活动通过微信公
众号等渠道发布报名信息后，
得到辖区居民的广泛关注，
截
至目前，
报名人数已达180人。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田敏）
“油烟味太大了，
希望
尽快解决。”近日，市民刘先生致电本报热线
称，由于早点铺未使用合格的油烟净化器，导
致油烟扰民，周边市民的生活受到影响。随
后，
记者了解得知，
接到市民反映后，
街道综合
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已第一时间要求商家整改。
刘先生称，
海滨街先锋路与新兴南道交口
附近的一家早点铺每天 3:00 就开始炸油条，
油
烟味特别大，对附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
“油烟净化设备既然有，为什么不用？”刘先生
表示。
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
海滨街道办事处立
即责成相关部门认真调查。经了解，
海滨街综
合执法大队已联系到该早点铺的负责人，
经检
查，该店铺确实安装了环保净化炉，但是没有
启用。随后，执法人员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该负责人表示一定整改，
积极配合相关执法工
作。海滨街综合执法大队也将对此处加强巡
查，
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一条爱心倡议引发网友疯狂点赞

健康讲堂
——抵御诺如病毒有门道儿①

大风天气“捣乱”
气温小幅下降

新区好医生是个无偿献血达人
■ 时报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

用行动消除误解
3 月 12 日下午，李青和血站工作人
员约好了时间和地点，他和他发动的朋
友们准时等候在采血点。因为每年都
参加采血，李青和血站工作人员非常熟
识，他也是第一个走上采血车献血的。
“我看到您今年发的朋友圈了，这不就
赶过来了？”爱心人士从四面八方赶来，
汇聚温暖的力量。
李青回想自己第一次献血，那是在
1992 年，他刚刚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医
生。
“第一次献血是医院组织的，我主动
报了名。”李青说，在后来的工作中，常
会遇到一些对献血有误解的人，他之所
以多年来坚持献血，连续两年在网络上
发起倡议，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
消除大家的顾虑，引导大家踊跃参加无
偿献血，
缓解用血紧张的问题。

医生为病人无偿献血
作为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李青
常年坚持从患者角度出发，以自身高
超的医术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挽救、延
续着肾病患者的生命。李青说，自己
所在的科室常会遇到一些肾性贫血的
病人，病人会出现极度贫血。
“ 遇到这
种情况的时侯，我们就会向血站申请
用血。如果血液紧张，就不能有充足
的血给我的病人进行输血治疗。”李青

倡议引来爱心义举
李青有 20 多年无偿献血的经历，
并带动自己的孩子参加无偿献血。3 月
初，李青第二年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出倡议，号召
大家无偿献血。倡议一经发出，收到上
万网友的关注，大家纷纷点赞并转发响
应。截至目前，已有 64 万网友浏览了
李青的这条微博。
“无偿献血，你约吗？”最近几
“谢谢您的默默付出！”
“ 真的要为
天，一条倡议无偿献血的消息在
您点赞……”网友纷纷留言支持李青的
微信朋友圈不断转发，而最初发
爱心之举，更有一些人以实际行动呼应
起倡议的是泰达医院肾内科的李
李青的倡议。
青主任。
“ 因为常年从事临床工
3 月 12 日下午，
记者在现场看到，
前
作，我们是最能直观感受到血液
来献血的人当中，有教师、警察、私企老
紧缺对于救治的影响的，所以我
板、公务人员以及泰达医院的医护人
想发出这样一个倡议。”李青说。
员。大家都因李青无偿献血的倡议而结
一时间，一场关于无偿献血的爱
识，更因无偿献血的爱心义举走到一
心接力不断蔓延，一种志愿精神
起。据统计，
当天共有 12 名爱心人士走
在新区蔚然成风。
上采血车无偿献血，
采血量达 3800ml。
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站长王希
林向记者介绍，无偿献血是临床用血的
唯一来源，所以说，只有通过爱心人士
介绍说，几年前，他接诊了一个病人， 的捐献才能够缓解用血紧张。临床用
当时就是因为血液紧张，病人不能继
血紧张时，血站将采取科学调配的方
续正常治疗，家属想尽办法，问题也没
法，首先供给急症病人。所以，希望更
能解决。李青在得知情况后，自己为
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无偿献血的行列
这位病人进行了无偿献血，使病人继
中，为他人奉献爱心，送上一份生命的
续接下来的治疗。
礼物。

网恋女子被骗 5 万余元
民警及时帮其追回钱款
时报讯（记者 田敏 通讯员 滨公轩）日
前，滨海新区公安局洞庭路派出所大厅里，一
名中年女性握着民警的手激动不已。原来，
前
不久，孙女士被骗了 5 万余元，民警成功帮其
追回了被骗的钱款。
3 月初，孙女士通过一个美国代购的微信
群认识了自称在阿富汗服役的华裔男子李先
生。李先生健康的形象、开朗的性格、体贴的
话语深深吸引了单身的孙女士，
二人很快恋爱
了。很快，
李先生便坦白了自己的身世——父
母双亡、妻子离世，孤身一人在阿富汗当兵。
在得到了孙女士的信任后，
李先生提出让孙女
士帮其签收保管一份国际快递并垫付该快递
入关的免验视费用 5 万余元。
起初，孙女士有所警惕，但在李先生甜言
蜜语的轰炸下，孙女士逐渐放松警惕，于 3 月 6
日通过银行柜台向李先生提供的账户汇款 5
万余元。第一笔汇款成功后，
尝到甜头的李先
生又得寸进尺地提出让孙女士继续支付 25 万
元收取包裹的费用，孙女士这才如梦初醒，意
识到自己被骗了，
遂报警。
接警后，
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非常典
型的通迅网络诈骗案件，
挽回损失的关键点就
是与时间赛跑。民警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快速止
付，
成功拦截了孙女士的被骗钱款，
并于 3 月 11
日将追回的钱款如数发还给了孙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