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分析2018年全国交通违法
行为数据，公安部排查出十大高风
险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这些企业名
下登记车辆均超过100辆以上，其中
北京渔阳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名下违法车辆占比97.3%，2018年全
年违法总量1712起，车均违法5.9起。

公安部交管局副局长李江平
说，公安机关将积极会同相关部门
落实整改措施，推动隐患问题全清
零、无死角，对有安全风险隐患的道
路、企业、车辆、人员，督促落实整
改，加强预警提示，做好安全防范。

2018年度全国高风险道路旅客
运输企业有：湖北大悟交运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广西桂林市鑫宇汽车
客货运有限公司，吉林辽源市鸿运
客运有限公司，广东汕头市潮阳汽
车运输总公司，广西运美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博白汽车总站，河南鑫海
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浙江华驰交通
客运旅游有限公司等。 （新华社）

公安部30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
会通报，2018年，全国共有17264人被
依法终生禁驾。其中，饮酒后或者醉
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
罪的，有5149人；造成交通事故构成
犯罪且有逃逸情节的，有12115人。

据统计，全年，在汽车增加2285
万辆、驾驶人增加2255万人、道路通
车里程新增8.6万公里的情况下，道
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2017年下
降0.9%，一次死亡3人、5人以上事故
下降22.9%、14.9%，一次死亡10人以
上重大事故发生5起，下降44.4%，再
创新低。

公安交管部门预计，今年将有
24.6亿人次的客流量通过道路交通
出行。面对今年首次大规模大范围
的出行高峰，全国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和广大交警、辅警已整装出发，守
护亿万百姓的回家之路。

公安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
切实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意
识，途经事故多发路段和车流密集
路段时，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春运
出行旅客要选择正规客运企业和具
有营运资质的车辆，不坐超员车、超
速车、疲劳驾驶车，远离酒驾毒驾；
道路运输企业要切实履行交通安全
主体责任，管好企业车辆和驾驶人，
坚决清查清除安全隐患。（新华社）

黄督君回忆，自己当时隔着护栏
抓着阿强的手，但阿强一直不断地挣
扎哭泣，试图跳下去。黄督君说，因为
阿强的个子比较大，虽然自己的手一
直抓着阿强，但很担心手滑拉不住阿
强，情急之下，便打开手铐，一端拷在
阿强的手上，一端拷在自己手上。

“他一直在动，（手铐）勒的手也
痛，但是没法啊。”黄督君说，为确保
万一，同事之后又拿出一副手铐，拷
住了阿强的另一只手。

现场，民警一直劝导阿强不要想
不开，“你冷静一下，钱，你可以挣是
不？你活了30几岁的人了，还能重来
吗？你对你妈老汉（父母），你老婆，你

娃儿伤害有好大，你想过没有？你不
要这么自私，要得不？你冷静一下，也
不要挣（脱）。”

过了20分钟左右后，在赶到现场
的消防员的帮助下，阿强被成功救
下。据处警民警介绍，阿强之所以轻
生，确实是因为债务纠纷，阿强被救
下后，民警对其进行了耐心的开导劝
说，随后将其和家人送回了家。

回派出所的路上，31岁的黄督君
揉了揉手腕，那道方才戴手铐救阿强
留下的勒痕，有些明显，他说：“只要
人救下来了，没得啥子。”

谢光文 郭锐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王超（警方供图）

小伙深夜欲轻生
一通关键电话
民警凭水声、风声
猜出位置救下他

十大高风险道路旅客运输企业曝光

最高一年违法超1700次

2018年全国共有
17264人被终生禁驾

凌晨三点半凌晨三点半，，南充市仪陇县新政镇的嘉陵江二桥上南充市仪陇县新政镇的嘉陵江二桥上。。一名男子坐在护栏外的桥沿上一名男子坐在护栏外的桥沿上，，欲欲
跳江轻生跳江轻生。。此前此前，，他曾给父母打电话他曾给父母打电话，，带着哭腔说了一些感恩的话带着哭腔说了一些感恩的话，，之后便失去联系之后便失去联系。。

接到报警后接到报警后，，仪陇县新政派出所民警随即和其家人四处寻找仪陇县新政派出所民警随即和其家人四处寻找，，期间期间，，民警曾拨通男子电民警曾拨通男子电
话话，，但男子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但男子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不劳驾你们了不劳驾你们了，，大哥大哥”，”，随后挂断了电话随后挂断了电话。。民警通过电话里民警通过电话里
的声音判断的声音判断，，男子所处位置的环境比较空旷男子所处位置的环境比较空旷，，有水声有水声、、风声风声，，可能是在某座桥上或桥下可能是在某座桥上或桥下。。

很快很快，，民警在嘉陵江二桥中间段民警在嘉陵江二桥中间段，，发现了坐在护栏外桥沿上的男子发现了坐在护栏外桥沿上的男子。。民警随即上前抓住民警随即上前抓住
男子男子，，不过男子用力挣扎不过男子用力挣扎，，为防止手滑为防止手滑，，民警用手铐将自己的手与男子的手拷在一起民警用手铐将自己的手与男子的手拷在一起，，直到直到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据悉据悉，，男子因为生意亏损欲轻生男子因为生意亏损欲轻生，，目前经过劝导已回到家中目前经过劝导已回到家中。。

1月27日凌晨两点半左右，南
充市仪陇县公安局新政派出所接
到群众报警称，儿子阿强（化名）在
凌晨1点过打来电话，带着哭腔说
感谢父母对他的多年养育之恩，之
后挂断电话，失去联系。

接到报警后，新政派出所民警
黄督君和辅警张登峰、刘累全等人
随即找到报警人。报警人是阿强母

亲，她告诉民警，儿子30多岁，此前
做生意亏损，怀疑儿子是被要钱的
人绑架了。

民警在四处寻找阿强的同
时，也曾多次拨打阿强的电话，电
话通了，但却一直无人接听。期
间，阿强的妻子、父母也一直拨打
电话，但都无人接听。1个多小时
后，阿强终于接通了民警的电话。

阿强在电话里情绪有些不好，带
着哭腔说：“不劳驾（备注：麻烦的
意思）你们了，大哥”。之后，阿强
挂断了电话。

新政派出所民警黄督君告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通过这
次通话，他们便确定阿强应该不是
被绑架，可能是心里有心结打不
开，想轻生。

在这一次关键的通话里，虽然
阿强并不愿意告诉民警他所处的
位置，但民警已经能大概猜出阿强
所在的位置。

“听他接电话时的声音，感觉
他所处位置的环境应该比较空旷，
有水声，还有风声，我们猜测他当
时应该是在某座桥上，或者桥下。”
黄督君说。随后，民警和阿强的家

人开始围绕县城的嘉陵江一桥和
二桥仔细寻找。

凌晨3点半，在仪陇县城嘉陵
江二桥中间段，民警发现了疑似阿
强的身影。“当时他就坐在护栏外
面，面朝江面，感觉他马上就要跳
江了。”黄督君说，为避免民警的突
然出现会刺激到阿强，便让随行的
阿强母亲先慢慢靠近，民警则从旁

边趁阿强不注意，隔着护栏一把抓
住他。

现场民警回忆，当时情况很紧
急，大桥护栏外的桥沿十分狭窄，
民警根本无法翻过护栏展开救援，
而现场也没有救援设备，民警只有
用手抓着阿强，并用绳子套在阿强
的腰上，等待救援。

男子打电话感恩父母后失联

深夜报警

民警凭通话内容猜出对方所处位置

听水声风声

民警用手铐将自己与轻生男拷一起

担心手滑

救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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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之交，气温逐渐回暖，正
是户外郊游的好时机。然而，对部
分人来说，这却是一个暗藏危险
的时期……冬春之交是过敏高发
季，不少人会出现打喷嚏、喉咙发
痒、皮肤红肿等过敏症状，让人苦
不堪言……

正常的情况下，当外来物质进
入人体后，如果被人体免疫系统识
别为有用或无害物质，这些物质将
与人体和谐相处，最终将被吸收、利
用或被自然排出。如果被识别为有
害物质，免疫系统立即做出反应，将
其驱除或消灭，免疫系统就是这样
保护我们的。

但是，如果免疫系统出错了，对
无害物质进行了攻击，甚至进而损
伤机体，这种情况就称为“变态反
应”，也就是过敏。

据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
科主任、成都市皮肤病性病研究所
副所长路永红介绍，四川地区最常
见的过敏原是尘螨、粉螨以及霉
菌，而霉菌主要跟潮湿温暖的气候
特点有关。

又到过敏高发季，针对四川
地区最常见的三类过敏原，我们
应该如何对抗呢？别慌，2月13日
（周三）路永红主任将作客名医
大讲堂，教我们简单几招就可轻
松预防过敏。这些干货，你一定
要知道！

■活动时间：
2月13号（周三）14：30开讲
■活动地点：
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街1号 亚太

大厦4楼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健康教
育基地（地铁3号线、4号线市二医院
站B口出）

报名参加或收
看“名医大讲
堂”，扫码关注
四川名医

过敏高发季过敏高发季！！
这些是四川地区
最常见的过敏原
医生教你简单预防

急诊高峰提前到来

省人民医院孙明伟提醒：
这5种病，春节要警惕…

据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发布的公告显示——

2018年第四季度（10月1日至12
月31日）四川省流行性感冒发病数
1868例！

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是流感
爆发的高峰期，这个时期，各个医院
堪称人满为患。今年，由于流感、感
冒、基础性疾病的高发，四川省医学
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的春节急
诊高峰比往年生生提前了1个月。

在本周二的“名医大讲堂”上，我
们邀请到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
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常务副主任，急诊
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
师，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创伤专
业学组委员孙明伟教授做客“名医大
讲堂”为大家支招——春节期间，怎
样才能不去急诊“打拥堂”！

孙明伟教授说，春节期间的急
诊就诊人次较平时会明显激增。

“平时600~700的急诊量，在春
节期间，这个量会增加30%以上，达
到900-1200的急诊人次，而今年的
这个高峰从1月份就开始了。”

孙明伟教授介绍，春节期间的
病种主要为以下5类：

1、呼吸道疾病：普通感冒、流
感、上呼吸道感染为主，慢性病复发
加重为辅；2、心血管疾病：心悸、胸
痛、基础疾病加重；3、胃肠道疾病：
急性胃肠炎、胰腺炎、胆囊炎、肠梗
阻；4、神经系统疾病：头晕、头痛、中
风；5、意外伤害（烟花爆竹、车祸）。

这些疾病易在春节期间高发主
要跟节假日的饮食、生活规律改变
及当下的气候等密切相关。

❶ 流感
孙明伟教授介绍，自1月份以

来，省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就诊人数
较平日增加了1倍，这里面有很大一
部分是感冒和流感患者。

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具有
较强的传染性和流行性，如果突然
畏寒、发热、全身酸痛、干咳、胸痛、
恶心、食欲不振等，应积极前往医院

进行治疗，不可拖延。
儿童、年老体弱、长期病患者特

别容易被流感缠上，应加倍小心，如
有不适，应马上求诊。孕妇如患上流
感，亦应马上去医院就诊。

孙明伟教授提醒：普通感冒较
流感传染性弱得多，往往是个别出
现，很少成批大量出现，全身症状较
轻，不发热或仅有低热，一般3至5天
痊愈，可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联体单位购买可缓解症状的药物如
抗病毒冲剂、解热镇痛、止咳药服
用，就不用去急诊打挤了。

❷ 喝酒不吃药，吃药不喝酒
孙明伟教授强调，服用药物后

不能饮酒。
“酒后不吃药，吃药不喝酒”，只

要是吃了药，也不再适宜饮酒了。
孙明伟教授解释，很多抗菌药

具有与双硫仑相似的作用，用了（包
括口服和静脉输注）这些抗菌素后
又喝酒会出现双硫仑样反应，出现
面部潮红、视觉模糊、头痛、头晕，恶

心、呕吐、呼吸困难、急性肝损伤等，
其严重程度与用药剂量和饮酒量成
正比关系，老年人、儿童、心脑血管
病及对乙醇敏感者更为严重，有猝
死的风险！

除抗菌素以外，还有一些降糖
药、抗抑郁药、抗过敏药、心血管药
物、镇静催眠类药物吃了后喝酒也
会致命的！

❸ 注意烟花爆竹等意外伤害
在春节期间，很多家庭仍然会

购买烟花爆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燃放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意外伤害。
尤其是孩子，可能出现严重意外伤
害情况。孙明伟教授提醒，家长一定
不能让小孩独自燃放，不要放松警
惕，以免发生意外。

❹ 其他意外
孙明伟教授建议，外出的家庭

最好备上常用药品，如胃肠疾病用
药、感冒药等，服药前一定认真仔
细阅读用药建议。最好不到危险的
地方及玩危险活动。

说回来，急诊是如何看诊的
呢？——看诊前先分级！

孙明伟教授介绍，急诊就诊是
根据病情程度决定患者就诊及处置
的优先秩序的。对急诊患者进行病
情分级不仅仅是给患者排序，也是
在分流患者，使患者在合适的时间
去合适的区域获得恰当的诊疗。

急诊有三大诊治区域：红区、黄
区和绿区，分别对应四个分级患者。

红区即抢救监护区，适用于一级
（濒危患者）和二级患者（危重患者），这
一类患者是需要立即实施抢救的患者。

黄区即密切观察诊疗区，适用

于三级患者（急症患者，一般就诊时
间≥1小时）。绿区即四级患者诊疗
区，是非急症的病人，病情较轻，因
此就诊时间较长，一般≥2小时。

在黄区和绿区的患者，如果出
现病情变化或分诊护士认为有必要
时可考虑提前应诊，病情恶化的患
者会被考虑立即送入红区。

说到这里，很多人应该已经清
楚为啥子自己排了2小时还看不了
病的原因了吧。

因为，你根本就没得必要去急
诊“打拥堂”啊！你完全可以另选途
径，方便又快捷地就把病看了……

孙明伟教授说，有病了就要看
病，不能拖！但是，对于部分症状较
轻，病情常规的患者建议选择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医联体单位就
诊，如病情严重，可以通过转诊通道
转往省人民医院进行治疗。这样不
仅自己便捷，也能把急诊通道留给
更多危重的患者。

省人民医院已与多家社区和基层
建立了医联体合作，开设了上转的预
约挂号，预约大型医疗检查，住院，疑
难疾病会诊等服务；不仅如此，下转的
住院、输液、慢病管理、康复治疗等业
务也满足了患者及家属的多方需求。

在省人民医院就诊的患者，如
果无严重异常情况，亦可通过急救
中心下转至医联体医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进行治疗。

本次名医大讲堂，还通过网络直
播的方式，在武侯区金花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成华区龙潭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两个分会场进行多点直播。

同时，也欢迎更多基层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加入到成都商报·名医
大讲堂的直播中，给本社区的居民
提供更多健康咨询服务，合作报名
电话（028）6016 0000。

想听更多孙明伟教授的科普内
容？扫 码 关 注“成 都 商 报 四 川 名
医”，点击底部栏目条的“名医大讲
堂”，观看名医大讲堂现场视频，并
报名参加下期由成都市第二人民
医院皮肤科主任、成都市皮肤病性
病研究所副所长路永红教授带来
的主题讲座。干货超级多，错过就
是损失哦！ （江瑾然）

预知春节期间高发病种
掌握这些关键可“救命”AA

急诊看诊要分级
绿区患者就诊时间最长BB

这样快速看诊，免去急诊“打拥堂”
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联体单位就诊CC

下期预告下期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