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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口家中煤气中毒
幸亏邻居及时发现，经抢救目前已苏醒

南开学子寄信楼长表感谢
感谢他十年来对吉尔北苑30号楼的辛苦付出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陈伟 ) 近日，家住吉尔

北苑社区30号楼的楼长任
学勇收到一封来自南开大
学的信。“我孩子早已工作
了，也没听说有亲戚朋友家
的孩子在那里上学，这是咋
回事呢？”任学勇心里泛起
了嘀咕。打开信才知道，这
是同宿舍楼的一岑姓居民
的孩子给楼长寄来的感谢
信，感谢十年来，楼长对于
整个宿舍楼所做的工作。

日前，记者来到吉尔北
苑看到了那封信。信是南开
大学一位叫岑昊的同学写
的，虽然内容比较简单，但
却表达着深深的谢意。

拿着这封感谢信，任学
勇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他告
诉记者，他当楼长已经10年
了。10年前，吉尔北苑30号
楼正式建成，居民们陆续搬
入。由于自己当时已经退
休，闲着没啥事做，就自告
奋勇地当起了30号楼的楼
长。

“虽然楼长的官不大，
但是事情挺多，物业中心有
啥事，我们都需要及时通
知。居民有啥事，也都会找

我，都是邻里邻居的，别人
找上门，自己就尽力给人家
帮忙。”任学勇说。

记者联系上了给任学
勇写这封信的岑昊。他告诉
记者，他是10年前搬入吉尔
北苑30号楼的，虽然当时的
条件比较艰苦，但是看着现
在的变化，他心里真的很高
兴。“现在小区里的道路越
来越平，楼道也很干净，这
些都是整个宿舍楼居民共
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任学
勇楼长，平时没少为居民的
事忙活。”

说到为啥写这封信，岑
昊说，自从自己考上大学
后，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但是每次回家都能感觉到
整个宿舍楼的变化。“我就
是想写一封信，表达一下对
于30号楼楼长任学勇爷爷
的感谢。”

拿着这封信，任学勇
说，自己已经多年没有收到
信了，心里很高兴。“我只是
做了一个楼长应该做的事
情，以后还会继续努力。通
过这封信，让我看到了年轻
孩子的一颗感恩的心，我也
非常感谢岑昊。”

平阴推行居家养老政府买单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任志方 通讯员 刘祥鹏
李继合) 12月10日，平阴县
锦水街道21名老人成为该县
首批居家养老由政府“买
单”、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供
服务的“幸运者”。服务项目
包括：送餐、洗澡、巡诊、康复
锻炼、陪送看病、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电话接访、陪老
人聊天、法律援助等。

今年6月，为帮助老年
人解决实际困难，平阴县开
展“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对
全县符合条件的老人家庭、
身体、居住、经济、需求等状
况进行调查摸底，建立了老

年人基本信息数据库，逐步
为每个居家养老对象建立
个人服务需求档案，对老年
人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及
时掌握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并委托该县博爱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负责为老人提供
居家养老服务，并由民政工
作人员定期对老人进行服
务回访，监督服务质量。

目前，平阴县首批47位
老人已享受到“居家养老”
服务。今后该县还将不断完
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凡符
合条件的老人，可以随时申
请居家养老服务，让老年人
老有所养。

平阴接送学生车辆实现户籍化管理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任志方 通讯员 刘祥

鹏 张传恒 ) 近日，平阴
交警大队在该县范围内开
展学生接送车辆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行动，将学校、幼
儿园以及私人提供车辆接
送学生等基础信息纳入车
辆户籍化管理。

该县交警大队联合教
育、安监、交通等部门对

辖区内 1 8 0辆学生接送车
辆进行摸底排查，详细掌
握辖区内学生接送车辆所
有人、驾驶人、运行时间、
行驶路线等基本情况，健
全完善接送学生车辆台
账。坚决杜绝使用非法改
装、拼装以及不符合标准
的车辆接送学生，消除安
全隐患，预防学生接送车
辆安全事故发生。

日前，天桥区11家渣土运输单位自愿捐款1万多元，购
买了4万多斤爱心大白菜，向工人新村北村5个社区的近
600户困难家庭和60余名环卫工人免费发放。

本报记者 殷亚楠 摄影报道

本报 12月 11日讯 (记者
寇润涛) 11日上午，市民

老任和他的妻子袁女士再次
进入医院的高压氧舱进行治
疗。10日晚，他们一家三口
在家中煤气中毒，但是由于
房门紧锁，邻居发现两个小
时后，房门才被打开。

11日上午，看着姐姐姐
夫两人平静地躺在病床上，
袁女士的妹妹小袁终于松了
一口气。她告诉记者，姐姐一
家住在历下区棋盘小区三
区，最早发现他们家中冒出
煤气味的是邻居。

老任的邻居老刘说，10
日晚 9点半左右，他刚从外
面回家，正拿着钥匙准备开
门时，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
煤气味。再仔细一闻，他发现
煤气味是从隔壁老任家里冒
出来的。由于煤气味太呛人，
他想敲门提醒老任一声，但
是，敲了半天门，老任家一点
动静都没有。

“当时老任家还亮着灯，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可能老
任一家人都煤气中毒了。”老
刘说，他赶紧拨打120和110
报了警。民警赶到后，发现老
任家的门反锁着，无法进入。
在邻居的帮助下，民警联系
上老任的妻妹小袁。但随着
过去的时间越来越长，民警
担心呆在屋里的人随时可能
发生危险，于是赶紧联系消

防部门，请求支援。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

正要用破拆工具强行开锁，
老任的妻妹小袁赶了过来，
她掏出钥匙将房门打开。当
晚大约11点左右，急救人员
冲进房内，将老任夫妻和20
岁左右的孩子抬上担架，紧急
送往济南市中心医院。

在济南市中心医院的急

诊中心，医生检查发现，老任
夫妻两人和孩子均为煤气中
毒，虽然三人都有生命体征，
但由于中毒时间较长，中毒
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经过抢
救，三人才逐渐苏醒。

“目前三人已脱离生命
危险，但是否有后遗症尚需
进一步观察治疗。”医生表
示，煤气中毒患者经抢救后，

可能在数日或数周内表现正
常或接近正常，但一两个月
之后可能会出现脑部损伤导
致的精神症状。“最近我们接
诊的煤气中毒患者，基本都
是在屋里使用煤炉时出事
的，所以建议大家平时注意
室内通风换气，最好在煤炉
上安装烟囱。”

(线索提供者 袁先生)

医护人员正对煤气中毒的老任夫妻及其孩子进行抢救。 市民袁先生 提供

小张遭遇车祸，幸亏素不相识的老梁出手相救

一次意外，两个家庭成亲戚
文/片 本报记者 陈伟

几天前，长清区崮云

湖街道东孙村的梁洪元家

里来了几位前来送礼的

“亲戚”。村里和梁洪元熟

悉的人都有些纳闷，因为

他们之前都没见过老梁的

这几位“亲戚”。其实，就

连梁洪元自己也只见过

他们一两次，而且与他们

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这是咋回事？一切还要从

半年前说起。

眼看着水泥罐车掉下桥

今年58岁的梁洪元现在
济南一工地打工。今年6月中
旬的一天，他正好休班在家，
下午闲着没事，他就到了村东
头自家的地里去看看。

梁洪元家的地在村里一
座桥底下，东孙村村民称这
座桥为“生产桥”。正在地里
转悠的时候，梁洪元就看到
桥上有辆水泥罐车正在倒
车。“附近有个工地，因为通
往工地的路比较窄，水泥罐
车经常会在生产桥所在的小
路上调头。桥离着道路有近
20米，从来没发生过意外。”
梁洪元介绍道。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
是，这一次，水泥罐车倒到了
桥上却并未停止，眼看着一
个轮子已经悬空了，司机好
像并未意识到危险，水泥罐
车扔在往后走。

“停！停！停！”没等梁洪
元喊完，“咣当”一声，水泥罐

车已经倒着栽到了十余米深
的桥下。

救人时脚趾里还有钢板

当时开水泥罐车的是小
张(化名)。“我开车的时间很
长了，从来没有出过意外，东
孙村的工地我也去过多次，
咋就出事了呢？”直到现在，
小张也想不明白。

然而当时却没有给梁洪
元思考的时间，看到水泥罐
车栽到桥下，他一瘸一拐地
跑了过去。原来，2010年梁
洪元在工地上干活时，四个
脚趾被重物砸得粉碎性骨
折，救人时大脚趾里还有一
个钢板。

梁洪元回忆说，经过这
么一折腾，整个生产桥的北
半部分已经完全塌陷，不时
有石头掉下来，而水泥罐车
的挡风玻璃已经被掉落的石
头砸碎，小张右臂被严重砸
伤，不停往外冒血，连喊救命
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挥舞

着手臂求救。
梁洪元跑到车旁，但他

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将小张救
出驾驶室。于是他赶紧到路
口去招呼村民，几个人一起
才将小张从驾驶室里拽出
来。

“刚将人救出来，三块大
石头就从桥上掉下来，正好
砸在驾驶室里。”当时看到救
人场面的一村民说。

被救出的小张右臂不停
往外流血，梁洪元从后面将小
张的右臂抱住，并让其将双腿
伸直。“这样可以止血，否则一
旦失血过多，人就没命了。”

等到 1 2 0 人员来了之
后，梁洪元才松了一口气。而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浑
身沾满了血，脚趾也疼痛难
忍。

两个家庭成了“亲戚”

浑身是血的梁洪元回到
家后，把妻子邵孟珍吓了一
跳。

“刚才有个车掉下桥了，我和
别人一块把司机给救上来
了，身上的血都是司机的，我
没事。”梁洪元轻描淡写地解
释道。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过
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伤者小
张的家人就带着东西来到梁
洪元家。“这可是我弟弟的救
命恩人呢？弟弟当时正在住
院，我就和家人过来看看梁
叔叔。”小张的哥哥说。

张家人的来访，让老梁两
口有些过意不去。“哪里有见
死不救的道理，这是我应该做
的，人家还带着东西来看我，
真是太见外了。”梁洪元说。

现在，张家人每隔三两
天都会来给梁洪元打电话，
问寒问暖，两家人就此成了
时常走动的亲戚。“我弟弟出
了意外，差点丢了性命，幸亏
遇到了梁叔叔这位好人，我们
也算是因祸得福。以后我们两
家就是亲人了，等我弟弟好
了，一定还会来东孙村看望救
命恩人。”小张的哥哥说。

梁洪元说，他就是在这
座桥下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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