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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高峰时，女孩突然车

上昏迷

据 4 2 路 队 长 于 秀 全 介
绍，事情发生在1日早上8时14
分左右，当时 4 2路驾驶员孙
海勇驾驶鲁FW 0 6 8 7公交车
行至火车站附近时，突然有
位乘客大喊：“这里有人晕倒
了。”孙海勇闻讯后赶紧靠边
停车，只见一名年轻女乘客
晕倒在车上，脸色苍白失去
意识。孙海勇意识到情况紧
急，为争取时间，他疏散了车
上乘客，在一位女乘客的建
议下，决定驾驶公交车将病

人送到附近医院救治。
记者从监控视频中发现，

由于当时正值早高峰，乘客比
较多，当孙海勇提出送病人去
医院，让乘客乘坐下一班公交
车时，乘客们都很配合，主动下
车，其中两位热心乘客主动留
下照顾病人。

监控视频显示，其中热
心的男乘客站在病人座位旁
边扶着病人，女乘客则掐病
人人中穴，病人没有反应。公
交车行至海港路与北马路交
叉口时，正好遇到红灯。孙海
勇立即向正在执勤的交警求
助，看到情况紧急，交警立即
放行。

交警鸣笛开道，6分钟

将女孩送到医院

8时16分，公交车到达附近
一家医院，孙海勇打开公交车
门，男乘客迅速抱起病人跑向
医院，孙海勇和女乘客一起跑
进医院帮忙。然而，由于特殊原
因，未能在这家医院诊治。8时
17分，大家又将病人送回公交
车上。

正在大家焦急时，路口执
勤交警看到这一情况，立即驾
车赶到，表示可以鸣笛开道，送
病人就医。

“当时正是早高峰，道路特

别拥堵。幸亏有警车护送，让公
交车一路畅通。”42路队长于秀
全说，6分钟后，公交车到达烟
台山医院，热心乘客、孙海勇合
力将病人送进医院，并帮忙挂
号。

女孩晕倒是因为突发

血管迷走性昏厥

据接诊的烟台山医院急诊
科副主任柳海滨介绍，病人是个
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时由于天
气比较热，在公交车上站立时间
较长，空气流通不好，所以女孩
发生了血管迷走性昏厥。“这个
女孩情况不严重，我们进行了补

液处理，症状得到明显缓解，家
长把孩子领回了家。”

柳海滨介绍说，血管迷走
性昏厥多发于年轻人，在密闭
空间，或者高温、通风不良的环
境可诱发这类疾病。患者发病
时，一般会出现头晕、出虚汗、
脸色发白等症状，这时候患者
的血压降低，心率变慢，出现脑
供血不足，可出现意识丧失数
秒或数分钟的情况。所以提醒
大家，一旦在上述环境中，出现
脸色发白、头晕、出虚汗等情
况，可及时就地侧躺，这样既可
避免外伤，也能防止晕厥的发
生，千万不要勉强站立支撑，防
止意外发生。

早高峰公交车上，女孩忽然晕倒，司机、乘客、交警众人伸出援手

好好样样的的！！点点赞赞烟烟台台““爷爷们们儿儿””
本报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李洪伟

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没有丝毫犹豫，全部上前伸出援手。8月1日早上，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上就出现这样

感人一幕，42路公交车上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突然晕倒昏迷，公交司机紧急疏散车上乘客，之后公交车变身“救护车”，两名热心乘乘客

留在车上照顾晕倒的女孩，交警负责在前面开道，一行人奔赴附近医院，为女孩开辟一条“生命通道”。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曲彦
霖) “我是大连葫芦岛的，我
要带着古画和陶瓷去参加鉴宝
活动。”“我要报名鉴宝活动，我
是山东淄博的。”“我是临沂的，
我收藏的字画和玉器、瓷器想
让专家鉴定一下。”8月18日，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和烟台东方
文化市场联合举办的“东方大
舞台，想秀你就来”大型公益鉴
宝活动将在烟台举办，消息发
布后，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藏
友的响应，报名情况空前火爆。

在众多报名的藏友中，来
自烟台的曹先生引起了记者注
意，他将带着两个“重量级”宝
物参加鉴宝活动，分别是“战国
玉凤首玉刀”和“凤纹水仙盆”。
据曹先生介绍，这两个宝物是
玉化的古代石材，略有不同的
是，玉刀颜色稍深一点，玉盆颜
色浅一点。

此次鉴宝活动将于8月18
日上午9点在烟台东方文化市
场内东方书画院举行，还有传
家宝或藏品的市民不要错失良

机，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报名
电话：曲女士16688189023，李先
生15253522272。

本次鉴宝活动邀请的鉴宝
专家阵容强大，专业性很强，均
是国内文物鉴定界和收藏界的
大咖。有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
佛像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耿启
明，擅长造像、铜器、金银器鉴

定；中国文物学会青铜器专业
委员会理事周倜，鉴定专长青
铜器；中华民间艺术品收藏鉴
定协会秘书长刘荣光；中国国
际旅游文化艺术收藏家协会瓷
器部鉴定专家刘昌潍；山东省
古玩商会鉴定中心书画鉴定师
马广文，鉴定专长为古代、近
现代、当代书画。

大大连连葫葫芦芦岛岛藏藏友友，，也也来来参参加加鉴鉴宝宝
本报鉴宝活动引来全国藏友目光，他们将于8月18日相聚烟台

“原先治疗多年不见好，
在烟台新安男科治疗了7天
就好了！”来自乳山市的吴先
生，因为康复而笑逐颜开！

治好吴先生的新技术，
就是普利希特(PLISSIT)性功
能康复疗法。据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院长、原北京301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享受国务院
津贴的曾祥福教授介绍：普
利希特在世界上首次将可能
引起性功能障碍的所有因
素，均纳入诊疗范围，是目前
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
一。因为性功能是一个复杂
的生理过程,只进行单一方面
治疗，往往难以奏效，而普利
希特克服了这一缺陷。

普利希特性功能康复疗
法，集合了强肾固本的专利
方剂、负压活血、穴位刺激、
手法及理疗通络、性感行为

训练、心理辅导等前沿的技
术，能够激活海绵体细胞，益
肾通络，促进新陈代谢，使肾
精充足；降低敏感度，提高射
精刺激阈值和射精潜伏期。
此疗法从整体上培本固元，
强肾健体，治疗后精力充沛。

相关链接：祝贺2018性
功能障碍诊疗新技术峰会在
烟台召开，健康烟台男性健
康援助工程启动：专业男科
检查套餐仅需69元(能查性功
能障碍、前列腺疾病、生殖感
染、男性不育等6类疾病)，尖
端男科技术治疗阳痿、早泄
等疾病援助最高1000元(含普
利希特(PLISSIT)性功能康复
疗法、第二代脱细胞生物补
片、前列腺核磁清腺系统、龙
氏阴茎延长增粗术等尖端男
科技术)。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咨询电话：2996666。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薛瑞 吕佳
伦) 为贯彻落实国家金融
扶贫、精准脱贫的工作部署，
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恒
丰银烟台分行聚焦重点贫困
区域，围绕产业扶贫工作重
点，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积极
建立金融扶贫体系，近期，通
过产业脱贫、定点扶贫、金融
扶贫、公益扶贫等多种举措，
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实”的金
融扶贫行动。

烟台分行紧贴辖内区域
产业特点及困难村的优势资
源、产业特色，布局精准扶贫
政策，重点对困难村的优势产
业和项目进行支持，推进扶贫
贷款与区域特色产业相匹配，
通过“融资+融智”“扶贫+扶
智”，在扶贫产品和服务模式
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

据了解，蓬莱市马家沟
村利用当地自然优势着力发
展“生态旅游”产业，但资金
问题一直制约村子发展，该
分行所辖蓬莱支行成立调研

小组为该村生态旅游、环境
整治、旧村改造等项目量身
定制服务方案，累计提供资
金支持近千万，目前该村面
貌发生可喜变化，村民生活
水平得到明显改善。栖霞支
行则根据当地“烟台苹果”的
农业特色，为农业企业及贫
困户提供相应的融资支持和
金融帮扶。

在进一步贯彻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上，该分行根据总
行临时党委统一部署，积极
开展“一支部一堡垒助力乡
村振兴”主题党日活动。所辖
福山支行与福山区金融办对
接参与共同扶贫，与门楼镇
政府共同确定了西周格庄村
9名帮扶对象，建立起一对一
的精准帮扶。

下一步，烟台分行将进
一步改变金融服务模式，将

“漫灌式”全面扶贫为“滴灌
式”精准扶贫，走出一条可持
续发展的“造血”扶贫之路，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
支持。

定定点点扶扶贫贫 金金融融扶扶贫贫 公公益益扶扶贫贫
恒丰银行烟台分行金融扶贫“精准实”

男男性性功功能能障障碍碍，，77天天治治好好了了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始终站在男科技术高点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叶杏 邢守林
汪立鑫 周梦飞) 手术也可以
无痛？近年来，烟台山医院普外
科引入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打
造无痛病房，多举措为患者减
轻痛苦，受到患者一致好评。

45岁的姜女士患直肠癌需
要接受手术治疗，由于亲属曾
因卵巢癌在当地做了手术，承
受了疾病和手术带来的痛苦，
给她留下了阴影，她始终很犹
豫。考虑到这个情况后，烟台山
医院普外科万勇主任和安莉护
士长向她详细介绍了“无痛病
房”的治疗理念，最终她决定在
烟台山医院手术治疗。

手术前30分，烟台山医院
普外科医生就预防性为姜女士
使用止痛药，缝合结束后在刀
口周围注射麻醉药，等她恢复

意识后马上再用1次止痛的肌
肉针，这使得姜女士觉得只是
微微有点痛而不影响入眠。接
下来的2天里，每12小时为她联
合肌注1次止痛药，这样在药效
的连续覆盖下，还没等她感到
疼，下面的药物已经起效了，姜
女士的痛苦大大减轻。

近年来，烟台山医院普外
科引入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并
摸索建立无痛病房的措施与制
度。在万勇主任、杨永萍总护士
长的带领下，经过2年多的临床
实践与总结，普外科已经建立
了科室内完善的疼痛评估体系
和个体化、多模式、预防性镇痛
方案，力求使疼痛病人在运动、
静息和睡眠情况下都没有疼
痛。万勇主任和安莉护士长认
为，病人疼痛最小化，是无痛病
房建设的终极目标。

所谓“无痛病房”，就是在
无痛原则下，医护人员对病人
进行积极医疗护理，尽可能地
减少病人的痛苦，将疼痛最小
化，使病人轻松、舒适地度过围
手术期和整个治疗过程。万勇
主任总结，普外科住院病人更
多面对的是急性疼痛，烟台山
医院普外科在遵从国内外指南
治疗意见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拓新，完善评估方法，制定出一
套更适合于临床应用、更有利
于病人无痛的治疗办法。

对于轻度疼痛，烟台山医
院采用个体化镇痛方法为病人
解除痛苦。对于中度以上的疼
痛，联合使用帕瑞昔布和镇痛
泵可使大部分病人获得良好的
疼痛控制。2017年9月后，烟台
山医院普外科在全病房内实施
止痛治疗，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烟烟台台山山医医院院普普外外科科：：让让病病人人无无痛痛手手术术

藏友曹先生将带着他的藏品参加鉴宝。 本报记者 曲彦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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