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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警“跪拍”
为弥留老人补身份证
家人：
“我就是打个电话试试看，
没想到民警这么负责”
江苏
暖新闻

上周，
一张匆匆拍下、
不算清晰的背面照感动了不少人。画面中，
一个
年轻女警跪在床前，
手拿手机，
由上而下对着一位老人小心翼翼地拍照，
一
旁还有人拿着一盏台灯，
为她补光。记者 18 日从宝应公安局获悉，
事情发
生在 13 日晚上 7 时左右，
照片中的年轻女警是宝应西安丰派出所民警万贝贝。照片
通讯员 刘丰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陈咏
背后，
是个温暖人心的故事。

弥留之际的母亲身份证不见了
13 日下午 5 时左右，宝应公安局
西安丰派出所民警万贝贝接到求助。
求助者是当地村民老卞。电话里老卞
的声音有些焦急，还带着些哭腔：
“您
能不能来我们家一趟？我想给我的母
亲补办一张身份证。”
原来，老卞的母亲姚奶奶今年 70
岁，患脑部肿瘤，瘫痪在床多日，已到
弥 留 之 际 ，一 家 人 已 做 了 最 后 的 准
备。此时家人却发现，姚奶奶的身份
证不见了。没有身份证，有很多后续
的事情无法办理。补办身份证需要拍
照，姚奶奶此时连睁眼都很困难，更别
提去派出所拍照了。
“ 民警同志，如果
现在不补办，我怕就来不及了。”老卞
伤心地说。
“别急，
你们把地址报给我，
我马上
来！
”
挂断电话，
万贝贝决定去老卞家为
姚奶奶采集拍摄身份证照片。姚奶奶
虽然户口在西安丰，
但儿女们为了方便
照料，
已经把姚奶奶接到了四十几公里
外的宝应城区花庄小区老卞家。考虑
到事情无法耽搁，
万贝贝当即开着自己

的私家车，
与所里的一位辅警赶往老卞
家。

尝试了多个角度和姿势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万贝贝
抵达了老卞家。见民警这么快便上了
门，老卞一家人感动不已。
“ 采集照片
要紧，快带我去看看您母亲吧。”在老
卞的指引下，万贝贝来到了姚奶奶床
前。看着老人，万贝贝犯起了难：身份
证照片有一定的要求，但姚奶奶此时
已处于弥留之际，任何挪动都会给她
带来痛苦，再加上屋内光线昏暗，想拍
出一张符合规定的照片，
并不容易。
“她坐不起来，只能自上而下俯拍
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万贝贝说，由
于老人十分虚弱，睁眼十分困难，为了
找到最合适的角度，她绕床转了好几
圈，尝试了多个姿势，站着拍、蹲着拍，
最后还是觉得从侧面跪着拍最方便。
随后，考虑周到的她还让人找来一盏
台灯，充当临时的
“光源”
。
拍摄之前，万贝贝细心地伸出手，
轻轻帮姚奶奶整理了衣服和头发。
“奶

奶，您睁睁眼睛，我要给
您拍照了。”万贝贝轻声
地说。听到这话，姚奶奶
费力地睁开了眼睛，万贝
贝及时按下了拍摄键，终
于拍下了一张符合规定
的照片。

万贝贝跪拍照片

同事发出
“跪拍照”
感动网友
采集照片工作完成后，万贝贝匆
匆赶回派出所。临行前，她对老卞一
家承诺，自己会向户政领导请求加急
办理，争取特事特办，让他们安心等
万贝贝帮姚奶奶整理头发
待。而卞家人此时也松了一口气，连
连道谢。
“ 我就是打个电话试试看，没
涩地笑了。她说，自己当时其实并没
想到民警这么负责，这么快就开车赶
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卞家人确实是
过来了，真是给我们家帮了大忙。这
有急用，只要能帮上忙，她就已经很满
个忙，我们全家人会记一辈子！”老卞
足了。而且，当事人情况特殊，要拍出
激动地说。
符合规定的照片，肯定要动点脑筋。
而此前万贝贝“跪拍”的这一幕，
“其实都是举手之劳，
也都是我们的分
被当时在场的辅警记录了下来。虽然
内事。很多同事做得比我多、
比我好，
辅警拍下的照片有些模糊，但他将照
我还要向他们学习哩。
”
小万谦虚地
片发出后，
感动了很多人。
说。
（文中群众为化名）
接受记者采访时，万贝贝有些羞

母亲离世，悲伤儿子患上怪病
每天要喝大量的水，两个月体重激增百斤
11 月 17 日上午，中天钢铁集团八
轧厂维修工卢久铭将一面绣有“心系
员工，为民排忧”的锦旗送到集团董事
局主席、总裁、党委书记董才平的手
中，感谢董才平和中天钢铁集团在他
患病过程中的关心和照顾，陪伴他度
过那段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
卢久铭今年 26 岁，2015 年大学
毕业后离开家乡辽宁，来到常州，在中
天钢铁上班。2016 年、2018 年，卢久
铭的母亲先后被查出患有脑脊索瘤、
白血病，为了治疗不仅变卖了家中房
产、花光所有积蓄，还欠着一屁股外
债，不幸的是，他的母亲还是在 2019
年 7 月撒手离去，卢久铭回乡探亲变
成了回家送亲。为此，他深陷悲痛，身

“一看，二摸，三按”，这些动作看似微
不足道，却是南京易可“下肢血管修复中
心”鉴别诊断的绝活。借助这一传统中医
手诊，他看病不依赖 CT，很多下肢肿痛痒
黑破等疑难杂症，在他“手下”得到确诊。
他就是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
副主任委员王义成教授。
肿痛-发黑-溃破，3 年“三部曲”
易可“下肢血管修复中心”有过这样
的病例：下肢静脉曲张多年，3 年前第一
次找到王义成，手诊按压腿部，凹陷长时
间不能恢复，存在深静脉返流问题，肿胀
说明已经出现“炎变综合征”，再拖下去就
会发黑、溃破。果不其然，去年腿部肿胀
加重，色素沉着，瘙痒，进一步“炎变”，王
义成再次提醒，一定要及时“修血管”，谨
防“老烂腿”发生。今年，一不小心将腿抓
破，创面一直愈合不了，又第三次找到王

心受到极大刺激，每天都觉得口渴要
喝大量的水，不喝就会心慌、冒虚汗，
短短 2 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急剧发
胖，体重增长近百斤。
2019 年 9 月，卢久铭回厂销假，
同事发现他好像变了个人，身心状态
特别差，于是带他去医务室咨询，医生
认为他胖得很不正常，心脏负担太重，
很危险。在轧钢第一党支部的协助
下，卢久铭先后前往常州一院、七院进
行门诊检查和心理疏导，都没有查出
任何器质性变化，也没有针对性治疗
方法。
“当时，小卢已经产生自暴自弃的
念头了。”该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沈志刚
感慨道，
“我们说服他继续接受治疗。
”

2019 年 11 月 16 日，中天钢铁集
团组织上海专家进中天义诊活动，借
此机会，集团安排卢久铭接受专家会
诊，专家认为疑似内分泌紊乱，建议做
核磁共振检查；为此，集团迅速联系沟
通常州二院南院专家，2 天后安排卢
久铭住院治疗，10 天后转入脑外科检
查，最终发现卢久铭患有罕见的复合
型脑垂体柄病变，并导致中枢性尿崩，
此时他的体重已达 360 斤！
11 月 29 日，常州二院在和省人民
医院同步专家会诊后，建议进行开颅
手术，集团在征得卢久铭同意后，联系
其父亲到场签字，并帮助承担医疗费
用；12 月 17 日手术当天，集团专门派
了 3 名志愿者帮助料理卢久铭起居，
最

一看二摸三按，
“小病”看成大专家
从医 40 年只看腿，下肢肿痛痒黑破逃不过他“一双手”
教授。
王义成表示，静脉曲张-肿痛痒黑“老烂腿”，是很多静脉曲张患者的“三部
曲”。出现肿痛痒黑，说明血管的压力已
经超负荷，要及时处理血管和血液问题，
阻止向
“老烂腿”
发展。
手诊藏妙招，40 年专职“治腿”
40 余年从医经历，王义成一心钻研
下肢血管病，成为全国知名的专家。他却
一直坚持“视触叩听闻”
中医手诊。
他说：
“ 看，可以判断皮肤质量、真菌
感染情况等；摸，可以查探皮温、是否有炎
症；按，可以判断肿胀情况、是否存在返流

障碍等。有时还要闻气味，判断溃疡程
度”。肿胀、疼痛、发黑、溃破等，都是静脉
曲张炎变综合征的反应，需要有经验的医
生进行手诊，了解病情，采取有效治疗，避
免进一步发展。
临床上有病例从膝盖到脚趾全都发
黑，王义成手诊发现：虽然皮肤发黑，但肌
肉仍有弹性，可以通过奚氏清脉凉血与清
脉祛风法进行治疗。
出现炎变综合征：救治的“黄金时间”
王义成强调，肿痛痒黑破等静脉曲张
炎变综合征，
是一个逐步发展过程，
由轻到
重的发展“缓冲期”，恰恰是治疗的“黄金

康复后的卢久铭做了个比心的手势
终手术顺利完成，该案例也成为常州
市疑难杂症治疗的经典案例。术后，
卢久铭还专门写了封感谢信。经过大
半年的康复周期，卢久铭目前体重已
降至 240 多斤，
身体状况恢复正常。今
年 9 月 18 日，卢久铭正式复岗，回到
中天大家庭。通讯员 王晶晶 朱元洁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斌

期”，此时进行积极有针对性的治疗，可以
恢复血管功能，
改善肿痛痒黑破等问题。
在“修血管”方面，脉管病泰斗奚九一
教授在 60 余年临床经验中，总结出中医
“清法”，它独辟蹊径，以中医辨病与辨证
结合进行分型，以中医中药为主，系统进
行内外兼治，加速血液循环，改善瓣膜回
流功能，将血液中的炎症因子去除，不仅
解决血管问题，关键还解决血液问题（摘
自论文《奚九一用清法治疗脉管病的经
验》
）。
11 月 21 日（周六）上午，王义成在易
可中医门诊（集庆门大街 11 号，集庆门大
桥西公交站台旁），为广大静脉曲张及肿
痛痒黑破等并发症患者提供诊疗，可提前
拨打 025-52687099 预约。
（吉久山）
（宁）医广【2020】第 02-24-014 号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