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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晚上因坐反公交车报警 被批浪费警力

韩考虑解除部分
对朝制裁可能性

警方回应：
报警是最正确的选择

警方介绍：她坐反下车的站是标准的农村乡镇区域，晚上网约车出租车都叫不到
在这则报警录音背后藏着一个暖心的故事
——
10 月 10 日，一则网友微博表白警察叔叔的
消息在网上流传开来。原来，该网友坐公交车坐
反了，到终点站才发现，一看已经是末班车了，站
点离市区又非常非常远，在打车未果的情况下，
她哭着求助警察叔叔。然后警察用警车把她接回
了学校。
这名网友，就是这则报警录音里哭得梨花带
雨的“小朋友”。10 月 11 日，@江宁公安在线 在
经过当事人同意后，公布了这段报警录音。
事件传出后，部分网友认为这又是一个“巨
婴”典型，她这样做是浪费警力。
对此，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通过微博发长
文回应，对这种言论并不赞同。这位同学在这种
情况下选择报警求助的方法是理智且正确的。

事情
经过

坐反公交车后报警求助
警察将女生送回了学校

事情发生在 10 月 9 日晚上的江苏南京，这名
同学在结束兼职工作后，打算乘坐公交车回学
校。由于平时都是搭顺风车去公交车站，她没有
发现这次自己坐反了。由于自己原本要一直坐到
终点站，所以她也没有留意，玩着手机坐到了反
向的终点站周岗。
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坐反了，
而刚刚走下的公
交车已经是当天的最后一班了。
由于地理位置比较
偏僻，
加上时间也已经比较晚了，
尝试打车也没有
打到。
在异地的男朋友的建议下，
她只能报警求助，
于是就有了这一段
“梨花暴雨”
的接警录音。
警察也很快出警，
将女生送回了学校。
后来，
该
女生将这段经历发布在微博上，
并表白警察叔叔。

引发
热议

很多网友表示体谅和支持
也有人质疑是否浪费警力

昨日，一则暴
雨梨花式的报
警录音刷了屏
……
“小朋友”：我这里没有公
交车，
交车
，也打不到车
也打不到车，
，我回
不去了，
不去了
，
怎么办呀
警察：小朋友不要哭，先
告诉阿姨你人在什么地
方，好吧
“小朋友”：我在周岗公交
站 ，我坐反车了
我坐反车了，
，呜呜呜
……
警察：你多大了呀
“小朋友”
：
我好大了，
我好大了
，
我 20
（岁）了，
呜呜呜……
警察：你有没有和你家里
人联系，
你要去哪边
“小朋友”：我要回学校
我要回学校，
，
呜呜呜呜

警方
回应

警察：好的，马上帮你联
系处理，
不要哭了啊
“小朋友”：呜呜呜呜……
谢谢你

夜晚中在乡村里无法回家时
女同学选择报警是最正确的选择

对此，@江宁公安在线 也做出回
应，
首先表示大家乘车还是要仔细，
之后
也详细介绍这段路程的距离和江宁区的
相关情况。
还表示，
面对着最后一班公交
车还坐反了，
网约车出租车叫不到，
夜晚
中在乡村里无法回家时这位女同学选择
报警求助是最安全也是最正确的选择。
回应中表示，首先这位同学确实有
点马大哈，她的目的地是 830 路公交车
的终点站“中国药科大学站”，她闷头玩
手机坐反了没发现，但她估计是闷头太
投入一直坐反到了始发站“周岗站”才
发现……这个误差有点大，因为从药科
大学到周岗有 13 公里的距离。
其次是有个别网友说“这位同学遇
到这种事情也要报警是浪费警力”，对
这种言论警察叔叔并不赞同。
这位同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报警
求助的方法是理智且正确的。她在报警
前已经采取了叫网约车等方法尝试回
城但失败了，这也并不意外。注意，这里
说的是回城而不是回程。很多人并不了
解南京市江宁区。
江宁区面积 1570 多平方公里。

江宁区地域情况复杂，这位同学的
目的地中国药科大学站已经处于江宁
区的城市区域边缘，而她坐反下车的周
岗站则是标准的农村乡镇区域。
从药科大学到周岗这一路上基本
上周围全是农田和河道，周边只有非常
零散的村镇，不要说网约车不愿意去，
正规的出租车一般也不会去。
公交车基本上是这条路上唯一可
选的公共交通方式。面对着最后一班公
交车还坐反了，网约车出租车叫不到，
夜晚中在乡村里无法回家时这位女同
学选择报警求助是最安全也是最正确
的选择。
这也是接警员和派出所都毫不犹
豫地出动警力帮助她回城的原因。再次
感谢这位同学的表扬，也希望大家坐公
交地铁务必注意方向，关键时刻求助警
方没有问题。
@江宁公安在线 也再次提醒大
家：1、大家报警时如果没有即时危害，
尽量不要哭，慢慢说。2、不要瞎报警，但
是遇到危难更不能怕报警。这件事里报
警做得很对。

新闻快评

不要瞎报警，但也不要怕报警
保证自身安全，绝对是第一位

警察：你学校在哪边？
“小朋友”
：XX 道

此事引发热议，
有很多网友表示体谅和支持。
一位网友表示，真的不要笑话她，我上次坐错公
交，
到了一个完全陌生还黑乎乎的地方 打电话给
闺蜜的时候也急哭了。还有网友说：这是保护，不
叫浪费。
更有网友：
孩子方法正确，
保护个人安全，
应予以鼓励！为人民警察点赞！何为浪费警力？预
防为主，
规避风险，
社会会更平安祥和。
蛮好的啊，
这有什么好骂的，确实在尝试了其他方法都无计
可施的情况下，
不求助警察还能求助谁。
另外一位网友表示，
那么晚了又没有车，
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又是一个小姑娘，
选择报警很
正确，
以后乘车时注意点就好啦，
警察叔叔很暖。
但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她没有常识，这样做是
浪费警力。
一位网友表示，一点常识都没有，都是大学
生了，坐车之前干啥去了？真是无语。还有网友表
示，这不是浪费警力是什么？又不是出租车坐反
了，是公交车！

作为一名大学生，因为玩手机而坐
反公交车，这样的事情固然有错。但大
晚上，当一个女生孤身一人，身处一个
完全陌生的地方，面临公交车已经收
班，又打不到车的情况下，要保证自身
安全，绝对是第一位。在这样的前提下，
打电话报警求助，
是无可厚非的。
现在一切的情况都建立在女生已

经安全，大家才有机会来讨论这样一个
新闻，不管你对于女生的做法赞成与
否，目前这件事情有一个好的结局，相
信也是大家最愿意看到的。同时，这件
事情也告诉大家，一定要懂得利用身边
的条件保证自身安全，更需要随时提高
自己的警惕性。牢记：不要瞎报警，但也
不要怕报警。

新闻多一点
那 么 问 题 来 了 ，尽 管 大 家 都 知 道
“有困难，找警察”，也知道拨打报警电
话 110，但可能大多数人没有遇到过报
警的情况，在接通报警电话后，如何正
确报警呢？这里为你找到了民警同志的
详细说明。
1、报警电话接通后，报警人要尽量
保持冷静，吐字清楚。情绪激动不利于
讲清楚事发位置和现场情况。报警人要
根据民警的提示，讲清楚警情发生的具
体位置。如小区名称、楼号、单元号、门
牌号，或者周围的标志性建筑、具体哪
条道路哪个方向等。

2、报警时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事
件的实际情况，不夸大、歪曲，以便值班
民警做出准确的判断，采取相应的紧急
措施。例如打架斗殴的情况，要讲清楚
参与人数、是否持械、有无人员受伤等；
嫌疑人的体貌特征、逃跑方向，涉及车
辆的警情尽可能提供车牌号。
总之，在报警时，报警人如果能够
将事发位置和现场情况表述得越清楚
越详实，就越能够帮助民警做出准确判
断，及时合理地在第一时间安排警力处
理警情。
（综合人民日报官方微信、中国
之声、
澎湃新闻等）

惊人一幕

开颅术中患者醒来唱歌
医生根据歌声精准手术
开颅手术中，患者小王突然醒
来吟唱张韶涵的歌《遗失的美好》，
初听是不是有点吓人？别慌！这是
神经外科专家与患者术前约定的
一次“诗歌表演”
。
近日，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医师楼林团队实施了一例术
中唤醒手术。术中，患者应“邀”醒
来，唱歌、朗诵诗，配合手术顺利进
行。这样不仅协助医生完整切除了
颅内肿瘤，
还保护了他的语言功能。
记者11日从医院获悉，小王术
后恢复良好，未出现语言障碍，已
顺利出院。

面对患者特殊“要求”
神经外科专家使出“看家本领”
患者小王今年25岁，从事设计
工作，平时很喜欢朗诵、唱歌等。不
久前的一天凌晨，他突发颜面部抽
搐，
继而伴随全身肢体抽搐，
小王及
家人以为是工作压力和劳累所致。
辗转多家医院后，他来到了浙
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楼林的门诊。反复追问病
史，原来在发病前数月，小王一直
有发作性“口齿不清”的症状。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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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祥之兆涌上楼林心头，首先考虑
为“癫痫发作”，但凭经验，很可能
有“继发性”的因素（如颅内肿瘤、
血管畸形等），于是安排小王做头
颅核磁共振检查。
原来，在他大脑的“语言中枢”
位置，长了个近3厘米的肿瘤。楼林
仔细查看核磁共振片子后，考虑手
术切除可取得良好效果。肿瘤长在
小王大脑语言中枢区域，手术后极
有可能影响他的语言功能，如果那
样，那小王喜欢诗词朗诵及唱歌的
特长，则可能就此终结。此外，还可
能对他接下来的人生产生重大影
响，比如工作、婚姻等。
楼林团队通过对小王病情的
详细评估，以及与他的交流，决定
施行术中唤醒、联合术中电生理功
能监测的技术，来精准切除肿瘤病
变。鉴于小王想要保留歌唱及朗诵
诗歌能力的特殊“要求”，专家与小
王相约：开颅后，来一次特殊的“诗
歌表演”
。
9月26日上午，手术开始：楼林
团队打开小王颅脑2个多小时，肿
瘤暴露出来。麻醉师通过降低麻醉
剂量，小王被慢慢唤醒，惊人的一

楼林主任医师在为小王做手术

幕出现了——
手术医生：已在手术中，感觉
还好吗？
小王：
好的。
手术医生：现在听我的口令
做，
可以吗？
小王：
可以。
手术医生：
现在可以歌唱了。
小王：
（唱）海的思念绵延不
绝，
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会……
楼林说：
“ 当时我们根据小王
的反应，快速判断出切除的部位是
否影响到了功能区。患者歌唱时，
突然出现卡顿等变化，就说明这个
点位是功能区，需要避开，就这样，
一边是患者唱歌，一边是我们抓紧
做手术。在保持他意识完全清醒的
状态下，把紧贴功能区的肿瘤精准
完整地切除了。”一个多小时后，肿
瘤切除完毕，麻醉师逐渐增大麻醉
镇静剂量，小王又昏昏然睡去。医
生给他关上颅脑，
缝合伤口。
“ 一 开 始 麻 醉 ，没 有 任 何 感
觉，被唤醒之后，可以听到医生们
在说话，知道手术在进行中，但没
有太多感觉。”小王回忆说，
“ 在和
医生聊天互动时，医生突然让我

责编 余小红 美编 刘静 唐倩

唱首歌，我就脱口而出这首《遗失
的美好》。”

为何在患者
清醒状态下做手术？
楼林解释，小王这个脑瘤位置
非常“毒”，几乎与管理大脑的语言
功能中枢缠在一起，如手术刀稍微
切多点，不慎切到语言功能区，就
会引起语言障碍；切少了，肿瘤又
切不干净，对患者将来后续的康复
治疗会有很大的危害。
“只有在患者清醒时候采用电
刺激的方法，才能精确地找到运动
功能区域，手术才能绕开这个区
域，
精确切除肿瘤。
”
“进行皮层电刺激的设备是一
个类似电针、但更像是探头的专业
电极。通过几个毫安的电流刺激，
能在患者神经功能未受损之前，及
时发现潜在危险和预警，及时反映
给医生。
”

这究竟是
一个怎样的过程？
楼林打了一个比方：
“ 大脑的
中枢神经，就像是一条复杂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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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在手术中唱《遗失的美好》
信线路，我们此次的任务，是要找
这条线路的源头以及判断线路是
否通畅。我们用专业的设备，在线
路上设置一个个新的信号，观察
信号接收的效果，来判断线路的
具体范围。”
手术共做了4个多小时，在术
中的1个多小时内，主刀医生楼林
做了皮层电刺激，麻醉医生对小王
做了语言、肢体功能测试。麻醉团
队对小王做了近10个脑功能的评
定，包括语言交流、手指活动、下肢
运动等。
为什么特地要求让患者唱首
歌？楼林说，因为唱歌考验患者发
音、语言组织，以及对韵律的掌控，
可以准确判断患者语言功能的好
坏。在这台手术开始2个小时后，小
王被唤醒。患者醒着做手术，难道
不觉得痛吗？
楼林说，麻醉药是个大的概
念，里面包括镇静药、镇痛药，还
有的药物兼有镇静、镇痛功效。患
者醒着候，只是少用了镇静药，镇
痛药持续在给，所以患者感觉不
到痛的，能按事前计划与医生进行
交流。
（新华社、
都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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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 10 日告诉国会
议员，外交部正在与其他政府机构会商是否
解除针对朝鲜的部分制裁措施，涉及所谓
“5·24 措施”
。
康京和所言令一些反对党议员不满。韩
国外交部随后澄清，政府现阶段“没有正式
考虑”
解除对朝经济制裁。
康京和 10 日接受国会对外交部的年度
国政监察。一名议员提问，政府是否有意解
除禁止韩朝经济合作的“5·24 措施”。她回
答，外交部正在与有关部门商讨，这方面工
作由分管南北关系的统一部主导。
“5·24 措施”指 2010 年 5 月 24 日，时任
总统李明博政府因“天安舰”事件而宣布一
系列对朝制裁，包括叫停韩朝贸易和人员往
来，全面禁止朝鲜船舶驶入韩方海域，禁止
对朝新增投资，搁置对朝援助项目。开城工
业园区当时得以“幸免”
。
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 2010 年 3 月
26 日在西部海域爆炸沉没，46 名水兵死亡。
韩方认定是朝鲜鱼雷所为，
朝方否认。
韩联社解读，韩国政府视解除“5·24 措
施”
为象征性举措，
旨在改善韩朝关系。
“那（5·24 措施）是一项重要行政令，
我们
经常审视它，
”
康京和说，
“许多韩国单方面针
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与联合国制裁重叠，撤销
‘5·24 措施’
不意味实质性解除（对朝制裁）。
”
康京和所作表述招致不少反对党议员
批评。一些议员说，朝方没有就“天安舰”事
件正式道歉，康京和就一心想要撤销“5·24
措施”
。
主要反对党自由韩国党议员郑镇锡（音译）
说：
“政府应该首先征得遇难者家属的理解。
”
康京和解释：
“我认为，
（可以）在考量韩
朝关系发展的情况下审视这件事。”
她说，现在还没有就这一议题在政府范
围内作广泛讨论。韩联社解读，这意味相关
决定不会马上作出。
韩国外交部 10 日晚些时候向媒体记者
发送短信，澄清康京和当天在国会所作表
述，即在韩朝关系正在发展和无核化对话正
在继续的情况下，有必要以不损害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决议等对朝制裁框架为前提，灵活
考虑解除“5·24 措施”
。
韩联社以统一部一名官员为消息源报
道，
韩方将视形势发展考虑解除对朝制裁。
（新华社）

广东将明确禁止“高铁霸座”
前段时间，不断爆出的火车霸座事件引
发关注，
“霸座男”
“霸座女”一度成为了网络
热门词。不少网友呼吁，这些行为需要法律
更强有力的约束！
日前，
终于有地方出手了！
近日，
《广东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已经
立法程序通过条例明确规定，旅客应当按照
车票载明的座位乘车，
不得强占他人座位。
乘客乘坐高铁或火车，强占他人座位
究竟是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一直受社
会关注和争议。此次《广东省铁路安全管理
条例》的条文中对旅客的相关乘车秩序进
行了明确。
条例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实行车票实名购买、查验制度，并
公开纸质、电子车票的使用规则。无有效车
票、车票所记载身份信息与本人真实身份信
息不符的，铁路运输企业有权拒绝其进站乘
车。旅客应当按照车票载明的座位乘车，不
得强占他人座位。
条例还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规
定建立健全铁路旅客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对
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且危及铁路安全、造
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以及严重违反铁路运
输企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失信行为进行
记录，并按照规定推送全国和地方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有关部门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依
法对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记者还注意到，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
与铁路安全相关的新事物，条例也进行了相
关规定。比如禁止在铁路线路上飞行无人驾
驶航空器。
该条例将于今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新华社、
人民网）

因狗吠影响睡眠 交涉无果后
宁波一男子刀捅邻居致 3 死 1 伤

10 月 10 日，浙江省宁波市男子王某某
因邻居家养的狗常吠影响其睡眠，交涉无果
后，刀捅邻居一家，造成三死一伤。案发后，
当地检察机关已提前介入警方案件侦查。
据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
区分局通报，10 月 10 日 18 时 55 分，宁波高
新区梅墟街道蓝庭花园发生故意杀人案件
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相继作出批示，提出
明确工作要求。在省公安厅有力组织指挥
下，市、区两级公安机关组织精干力量迅即
展开案件侦查。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男，46 岁，宁
波市江北区人，有固定职业，无犯罪和吸毒
前科，尿样检测呈阴性，血液中未检出酒精
成分）因邻居陈某家养的狗常吠影响其睡
眠，多次交涉未果，心存怨恨，双方均未曾向
有关部门反映和报警。
10 月 10 日 18 时 40 分左右，王某某因狗
吠再次上门与陈某家交涉，未果后返回自己
家中取刀进入陈某家中（门未关），捅向陈某
及其丈夫、女儿、母亲四人。处警民警于当晚
19 时 5 分将王某某当场抓获。
目前，陈某及其丈夫、女儿经抢救无效
死亡，陈某母亲尚在医院接受治疗（无生命
危险）。公安机关在全力侦办案件的同时，会
同属地党政部门积极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检
察机关已提前介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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