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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大的伤口

5次手术花了7万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宋佳) 8日，家住烟台市某县52

岁的史磊(化名)一脸无奈，他说，
右腿小腿上拇指大小的电锯伤让
他住院50多天，花了7万元。伤口溃
烂面积有成人手掌那么大，最终只
得到毓璜顶医院救治。

受伤当天，史磊在用小型电锯
锯木头，结果木头里有个钢钉，导
致电锯反弹伤到右小腿前部。“当
时有拇指大小的皮肤游离在身体
上。”史磊说，让妻子找干净的布条
缠好后，自己驱车赶到当地医院。

“因为是电锯伤，受伤部位血
肉模糊，医生在处理伤口时没有将
伤口部位的肉清理掉。”史磊说，在
当地医院住院20天，伤口一直不愈
合，不时向外流脓水。“原来拇指大
小的伤口，经过两次手术后已经有
成人手掌那么大了。”史磊说，植皮
后，只有一半植皮的皮肤成活了。

无奈之下，史磊转到毓璜顶医
院创伤骨科，接受皮瓣移植手术。
记者看到，史磊整条右腿都布满了
细细的针脚。史磊说，从小腿后侧
取得皮瓣附在伤口处，又从大腿取
得皮瓣补在小腿后侧，然后将大腿
的伤口缝合。

“一个拇指大小的伤口让自己
遭了这么多罪不说，住院50多天，接
受了5次手术，花了7万元。”史磊说。

毓璜顶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
医师刘洪智说，伤者受伤部位位于
小腿前方，该部位受伤后很难恢
复，现情况暂时稳定。“患者受伤后
一直没有找到恰当的治疗方法，导
致反复手术，因此建议伤者受伤后
及时到权威医疗机构就诊、治疗。”

开走雇主的车

留纸条说让债主扣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雇的司机开走了拉货的

车，留下纸条说自己欠人钱，车被
债主扣下了。

于先生在市区开了几家育婴
用品连锁店，上个月招了一位司
机，每天负责给各家连锁店送货。
前几天，于先生来到仓库，已经到
了上班时间，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
到司机，打开仓库门，一张小纸条
掉了出来。纸条上的意思大概是，
司机欠了别人的钱，债主找上了
门，扣下了他的车和车上的货。司
机还让于先生报警，向警察求助，
还向于先生道歉，并给于先生留下
了债主的电话。

于先生拨通了司机留下的电
话，对方说，他之前与司机并不认
识，两天前经朋友介绍，司机将车
和货物交给他作为抵押，借了他
15000元，但司机没回来还钱，他也
挺着急。于先生说，他已找到了司
机的家属，希望家属能尽快联系司
机。

台台湾湾游游客客艾艾山山赏赏雪雪受受伤伤被被困困
消防官兵抬担架4个多小时送伤者下山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刘萍萍) 7日中午，一名台湾游

客在栖霞艾山看雪时跌伤被困。消防官兵历
经4个多小时艰险救援，将伤员送下山。

7日11时17分，栖霞消防大队文化路中
队接到报警，艾山主峰上有一名台湾男性游
客受伤被困，七名官兵立即赶赴现场。由于
大雪封山，消防车只能开到半山腰，消防队
员徒步上山。被困游客位于艾山主峰海拔
800多米处，降雪使陡峭的山路更加艰险。消
防官兵携带百米大绳、安全绳、腰带及多功
能救援担架，一个小时后赶到事发现场。

被困游客50岁左右，坐在地上无法行
走。同行游客介绍，伤者走到艾山主峰最高
处观赏雪景时不慎跌倒受伤。消防官兵用救
援担架抬着被困游客，4个多小时后终于赶
到山下。

见见仨仨姑姑娘娘追追来来，，小小偷偷掏掏出出了了刀刀
男子涉嫌抢劫罪被刑拘，民警提醒坐公交或购物时注意防贼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包政)

小偷扒窃不成转身逃跑，
见三个小姑娘追了上来，便
掏出刀来威胁，被跟踪而来
的民警制服，这是12月7日下
午发生在南洪街上的一幕。
天气转冷，街头小偷活动又
变猖獗，7日、8日，芝罘公安
分局反扒民警连续抓获 3名
小偷。

7日下午2点，芝罘公安分
局刑侦大队反扒民警肖兴在
大润发附近巡逻，这时一年轻
男子进入民警视野，男子叼着
烟，左顾右盼，专门盯着前来
购物的市民的挎包，并不时地
凑上前去。“这个人很有嫌疑，
跟上去。”肖兴暗地里通知同

事。
男子在大润发作案无果，

来到南洪街，许多摊贩在此摆
摊，他在周围反复转悠，多次
将手伸向购物女孩的挎包和
口袋。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一
直没有得手。

见市民防范甚严，男子
准备朝南大街购物城走去。
正在此时，三个小姑娘迎面
走来，三人都是单肩挎着背
包。男子转身跟上，将手伸进
挎包。没想到小姑娘回头正
好看见有人行窃，大喊一声

“干什么！”男子转身就跑，三
个小姑娘追了上去。男子见
状，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
威胁她们。

跟踪的民警随即冲上前

去将男子制服。一个小姑娘告
诉民警，上午刚被偷了一部手
机，觉得是这个小偷干的，所
以不顾一切追了上去。据了
解，男子姓阿，在莱山一家公
司上班，今年24岁。目前，阿某
因涉嫌抢劫罪被刑拘。

“除了商业网点，公交站
点 也 是 小 偷 频 繁 出 没 的 地
方。”肖兴说，8日上午8点多，
他和同事又抓获了两名偷手
机的小偷。

“天气转冷，市民的衣服
也增厚了，对小偷触碰变得不
敏感。”民警提醒，坐公交、购
物时，尽量将挎包放在胸前，
外衣口袋里不要放手机等贵
重物品，以免给小偷可乘之
机。

消防官兵抬着担架，把受伤游客送下山。 通讯员供图

平平房房上上坠坠落落，，没没骨骨折折却却成成““内内伤伤””
男子右腿股动脉破裂，错过了6小时最佳救治时间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宋佳 ) 8日，记者从毓璜
顶医院了解到，栖霞一男子从3

米高处坠落，虽然没有造成骨
折，但麻烦的是，右腿股动脉破
裂。专家说，“患者错过最佳治
疗时机，生命危在旦夕。”

“7日下午2点多，丈夫从3

米高的平房上坠落，听到声音
赶到门外，看到丈夫躺在乱石
堆上。”8日，在毓璜顶医院重症
ICU门口，眼里满是血丝的刘
女士说，见丈夫没有骨折，就把

他扶回了家。
过了半个小时，刘女士发

现丈夫的大腿有些肿，“当时丈
夫还以为是摔肿了，没当回
事。”刘女士说，丈夫的腿越肿
越厉害，渐渐也动弹不得了，这
才到当地医院去。

“当地医院也说不明白是怎
么回事，建议转院看看。”刘女士
说，晚上10点多转到毓璜顶医院
时，丈夫的右腿已经肿了接近一
倍，且颜色有些发灰。检查结果
显示，伤者右腿股动脉破裂，血

液在腿部组织内外泄。
毓璜顶医院创伤骨科副主

任医师刘洪智介绍，高处坠落
导致血管破裂的案例非常少
见，“就像是地下的自来水管道
突然破了，巨大的水压会撑破
地面。”相比骨折来说，这种“内
伤”很容易被忽视，使伤者错过
最佳治疗时机。

当天夜里，创伤骨科和血
管外科立马为伤者实施手术。

“血管外科将破裂的血管疏通、
修复后，由于腿部还是肿胀的，

需要将腿部的血液放出才能减
压。”刘洪智说，能做的都为伤
者做了，现在就要看伤者自己
的造化了。

刘女士说，7日晚上，丈夫
已经出现了肾衰竭，接到了两
次病危通知书，“听医生说，如
果在受伤后4-6个小时内到医
院救治，也许不会这么严重。”
刘洪智建议，高处坠落后，极易
出现“内伤”，6小时内是最佳救
治时间，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
查、治疗。

四四处处借借钱钱没没还还，，一一家家子子全全不不见见了了
邻居们少则借了三五百，多则借了两三万，这下真是急坏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于飞) 俗话说，远亲不如
近邻，可有人竟借了周围邻居
钱不还，一家四口还全不见了。
邻居少则借了三五百，多则借
了两三万，这下全被坑了。

孙先生原是莱山区北河村
村民，旧村改造后，村民都搬到
了楼上住。今年8月15日，他的
邻居周先生跟他借钱，起初借
了1000元，之后又跟他借。“本
来他借钱的时候，说先应应急，
过几天就还，可是过了一个星
期还没还，又来借，说到时候一
起还。”孙先生说，周先生先后
跟他借了十几次。

周先生不仅当面借钱，还

打电话说自己在外面有急事，
让孙先生给他银行卡打钱。孙
先生从11月7日-28日通过银行
汇款共打了8000元给周先生，
孙先生还保存着汇款单。孙先
生说，当面给的现金和银行汇
款加起来，他一共借给周先生
24000元。

孙先生的母亲说，周先生
今年59岁，他到处借钱是给自
己的儿子用，他儿子经常在网
上买彩票。周先生一家人最后
一次跟孙先生联系是在12月4

日，周先生的妻子给孙先生发
了一个短信，之后一家四口就
联系不上了。

孙先生的母亲拿出一张手

写的欠条，上面只写了一个金
额和时间，留了一个姓氏“孔”。
孙先生的母亲说，“孔”就是指
周先生的妻子。欠条的金额是
14000元，孙先生的母亲说，这
笔钱是儿子给儿媳交保险的
钱，当天儿子在店里点钱，正好
被周先生看到了，他就开口要
借，说两天后就还，儿子就借给
了他。这是9月份借的钱，可迟
迟没有还，孙先生的母亲上门
去要钱，周先生的妻子便写下
了这张欠条。

邻居张先生70多岁了，也
借了钱给周先生的妻子。张先
生说，平时大家都在一起打扑
克，关系还不错，既然人家开口

了，他也不好意思不借，就借了
500元给她。邻居李女士说也借
了钱给他们，“一共借了三次，
第一次100元，第二次60元，第
三次300元。”唐女士说，有一次
周先生到他们家去借钱，开口
借1000元，可家里没那么多现
金，就借了300元给他。

周先生一家四口借了邻居
这么多钱，现在却全家搬走了。
唐女士说，大部分人手里是没
有欠条的，当时也是因为抹不
开面子，借的又少，不好意思要
欠条。

孙先生说，如果还找不到
周先生一家人，就只能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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