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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 八旬大爷跳入河中救起七旬老太
近日，八卦洲派出所突然接到市民报
警，称一名 70 多岁老人落水了。接警后，
民警立即火速赶至现场，发现落水老人已
被两名热心市民救起。尽管当时天气寒
冷，救人的张大爷也已 85 岁高龄，但是他
不畏寒冷，第一时间和另一名村民一起跳
入水中将老人救起。尽管老人被救上了
岸，
但已冻得瑟瑟发抖，
意识也不是十分清
楚。见状民警立即找来一床棉被将老人裹
起来，
并和众人合力将落水老太抬上车，
并
第一时间送至附近医院救治。同时，民警
也不忘关心救人的张大爷，询问是否有何
不适，
但张大爷表示自己一点问题也没有，
平时就注意锻炼，
身体很好。
接到民警电话的家属也第一时间赶到
了医院，
对民警和救人的老人道谢。
通讯员 栖公宣

来宁看病弄丢老伴
老人哭成泪人
2 月 22 日上午 10 时 40 分左右，地铁
南京南站的执勤民警接到乘客李先生的
报警称，自己和老伴走散了。民警通过调
阅沿线监控发现，李先生的老伴坐上了开
往林场方向的 3 号线列车，
于一站路后，
在
明发广场站出站。民警立刻带着李先生
前往地面派出所调阅监控，发现她又在向
南京南站的方向走着，于是立即联系站内
民警加强巡逻，播报寻人广播，同时着手
再前往相关派出所请求协助。
“你是李某某的家属吗？”17 时左右，
正和民警奔波着的李先生突然接到了一通
电话，得知老伴正在南京南站北广场，民
警立即陪同前往。原来，李先生的老伴
还记得女儿的电话，在走到南京南站北
广场后，向巡逻执勤的工作人员进行了
求助，这才辗转联系上了李先生。当看
到老伴，李先生积攒了一天的压力和焦
虑瞬间化成泪水倾泻了出来，激动地双
手合十，向民警们连连道谢。
“ 要是找不到
你，我也不想活了……”回到地铁南京南
站警务室，李先生看着身边的老伴依然心
有余悸。
通讯员 狄公宣

男子发病急需呼吸机
民警秒变
“安装工”
近日，江 北 新 区 公 安 分 局 特 巡 警 支
队研创园警务站接到报警：自己因为喘
不上气，需要接氧气，需要民警赶至现场
进行救助。
民警赶到现场后，报警人的妻子告诉
民警，报警人患有严重的肺病，当天是刚
从医院出院回到家中休养，需要呼吸机供
氧，但因为她有眼疾，无法独自安装好刚
买回来的呼吸机，又是深夜无法求助他
人，这才向民警求助。民警了解情况后，
询问其妻子现在是否需要 120 急救，民警
可以帮助联系或者直接送往医院，报警人
表示暂时不需要，只需要民警帮助安装一
下呼吸机。民警随后打开包装盒，根据说
明书的步骤，将呼吸机组装了起来。组装
完成后，民警将呼吸机送至报警人床前，
细心地将供氧口为报警人戴上，待其呼吸
恢复顺畅后，
才离开现场。
通讯员 江景轩

相关新闻

父女凌晨落水 95 后民警下河救人

2 月 28 日零时 2 分许，水上公安分
局内河派出所秦淮河应急救生屯兵点接
到报警称：西善桥对面的秦淮河中，自己
女儿和丈夫落水。
接警后，95 后民警孔瑞睿迅速带领
辅警携带救生设备出动。经现场搜寻发
现：靠近西善桥小学一侧的亲水平台下有
一男一女两名落水群众，两人在水中浸泡
时间过长，失温严重，体力已严重透支，意

识趋于模糊。同期到场的西善桥派出所
民警向落水的父女二人抛下两个救生圈，
但是亲水台距离水面将近两米，落水者很
难自行上岸。孔瑞睿见此情形，立即穿上
救生衣、
系上安全绳、
翻越栏杆，在岸上人
员的配合下滑进寒冷的秦淮河水中。孔
瑞睿下水后发现水深触不到底，他一边游
动身体保持自身平衡，一边帮助两名落水
群众调整水中姿势以保存体力，并将救生

民警收到爱心奶茶 外卖备注超暖心
3 月 5 日下午，光华路派出所前台
走进来一位外卖小哥，他手里拎着几杯
奶茶，走进前台接警大厅后，说了一句，
你的外卖到了，
给你放这边，
就将奶茶放
在靠近门口的桌子上后离开了。前台值
班民警看着这位小哥送进来的奶茶，心
里想着，
自己并没有点过外卖，
怎么会有
人送奶茶过来呢？
抱着疑问，民警走到放置奶茶的地
方，
翻找到外卖单，
上面写着：谢谢，
叔叔
带我看监控为我找身份证和户口本，还
帮我主动联系！辛苦了！请大家喝奶
茶！谢谢。民警随后想起来，半个小时
以前，一位 20 多岁的姑娘小孙，刚刚来
过派出所前台求助。
原来，小孙急匆匆地赶到前台，
向民

警求助，
称自己早上才来办理的户籍业务，
没
想到到家以后，
就发现随身携带的户口本和身
份证等重要物品都不见了。小孙告诉民警，
自
己上午办理完以后哪里也没去，
就带着材料直
接回家了。看着这个早晨才刚刚来办理过业
务的姑娘，
前台接警民警立即为其进行平台登
记，
并通过沿路监控为其进行寻找。
就在民警调看沿路监控找寻的过程
中，
派出所接到了附近警务站的电话，
表示
有路人捡到了小孙的相关证件。随后在民
警的联系安排下小孙立即前往附近的警务
站拿回了自己丢失的证件。
民警电话联系小孙后，
确认这 6 杯暖心
的奶茶就是她通过外卖平台点的。小孙告
诉民警因为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所以点了几杯不同的种类。 通讯员 秦公轩

老人经常走失，
民警帮制作
“联系卡”
栖霞仙林新村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
大爷，
因为患病，
常常记不清家人和回家
的路，
为此，
家人很是苦恼，
因为老人三不
五时就“溜门翘家”，
家里人找寻无果，
万
般无奈之下只能报警求助，
而辖区派出所
接报老人走失警情就有二十多条，
因此这
位老人也成了派出所的
“老熟人”
。
前些日子，派出所再次接到该老人
走失的警情，老人患病，记忆力大不如
前，家里人也无法每时每刻看着他。派

出所、家人或偶遇的好心人虽每次都能幸
运将老人找回，但也怕哪天有个万一。既
然老人走丢是常态，于是老人所在小区的
社区民警钱小兰“心生一计”，帮老人制作
联系卡片！钱小兰来到文印店，帮老人制
作了厚厚一叠联系卡，
小巧方便携带，
关照
老人和家人务必将联系卡片放在老人随行
衣物里，
一旦老人走失又找不到回家的路，
可以请人帮忙拨打卡片上的联系电话，就
能找到领回老人的人。
通讯员 栖公宣

老人丢包心急晕倒 警民接力救助
3 月 2 日中午，江东警务站接到报
警，称南湖公园靠近莫愁湖路，有个老
人“睡”在地上，已通知 120，需要民警
救助。接警后，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
老人满脸痛苦，整个上半身靠在报警人
身上。
经了解，老人与朋友出来买菜将包
落在了公园，后老人发现包丢失满心焦
急，不断地拨打自己手机想联系上捡到
包的人，无奈手机一直未打通。老人年
事已高加上急火攻心，着急之下晕倒在
地。幸好报警人路过看到老人倒在地
上，便急忙报警求助。之后好心男子连
忙蹲下身，将老人上半身轻轻扶起靠在

自己身上。报警人以为老人是低血糖，还
找到包里的巧克力塞到老人的嘴里。随
后，围观群众又帮忙拨打老人的手机终于
联系上了的环卫工人，让其帮忙留意老人
的包。
民警到场后帮忙替换下报警人，将老
人的身体慢慢转移靠在民警身上。后民警
立即通过老人的手机联系到其家人。老人
女儿到场后，告诉民警老人有脑溢血的病
史，
担心老人身体的民警再次拨打 120，
然
而急救中心当时车辆紧张无法尽快赶来。
担心老人有危险，
民警当机立断，
用警车一
路护送老人至省人民医院救治。
通讯员 国武

圈套进其中落水男子身上。西善桥派出
所民警也随即下水，二人在水中共同开展
紧急营救，分别为落水的父女二人绑上绳
索。两位民警在水中配合将落水者向上
托，经过近 20 分钟的救援才将两名落水
者救助上岸。待父女二人被送至南京市
明基医院进行治疗后，孔瑞睿这时才发现
自己的手掌在救援过程中被绳索磨破。
通讯员 水景政

小女孩离家出走
警民携手送其回家
近日，
雨花台派出所接到市民徐先
生报警称：自己和 12 岁的女儿小欣因
为学习问题吵了架，
女儿一气之下离家
出走了，目前联系不上女儿，怕女儿出
现意外。
民警安抚好徐先生的情绪，
便拨打
电话联系小欣，
可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
态，
随后民警一边根据女孩手机定位在
附近寻找，
一边调取周边监控。
过程中民警始终尝试拨打小欣的
电话，
终于成功接通。电话是一位姓崔
的女士接的。经了解得知：崔女士是附
近酒店的工作人员，不久前，小女孩准
备入住南站附近的酒店，正好当时是
崔女士当班，崔女士看到孩子年龄很
小，问话不讲，还无法提供身份证件，
觉得有些奇怪，猜测可能是跟家长闹
矛盾离家出走的。因为临近交班，崔
女士准备打电话报警，可小女孩见其
报警便打算离开，崔女士怕小女孩离
开发生意外，就想带小女孩先回家，如
果 女 孩 还 是 不 愿 意 回 家 ，再 报 警 求
助。半个小时后，徐先生联系民警，称
已在崔女士家中接到了女儿，并对民
警表示感谢。
通讯员 雨公宣 杨汉石

两岁孩子被锁车内
民警现场施救
近日，
中山桥警务站接到报警：世茂
滨江幸福蓝湾国际影城附近，一名两岁
孩子被反锁在车内，
身旁无家长，
孩子一
直在哭。
接到报警后，民警徐伟立即出警赶
往现场，
为了争取时间，
尽快营救被困儿
童，民警同时电话通知锁匠到场开锁。
赶到现场后，徐伟透过玻璃看到车内的
孩子正在大哭，此时孩子的母亲也急匆
匆赶到。经民警了解，孩子的母亲打算
去旁边超市买东西，
觉得时间会很短，
便
把孩子留在了车内，可连她自己也没有
想到的是，
由于粗心大意，
连同车钥匙一
起留在了车里。
考虑到车主家离事发地不远，锁匠
还未到达，民警立刻驱车带车主回家拿
取备用钥匙，
后将车门打开，
将孩子平安
救出。
通讯员 鼓公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