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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发生
3岁男童手指被夹断
血流不止

10月8日上午，唐女士带着两
名孩子乘坐大巴车从新津到成
都，10点过大巴车抵达成都东站
客运站。刚进站，前排的乘客们便
纷纷站起来，准备下车，就在此刻
意外发生了。孩子突然“哇”的一
声痛哭起来，唐女士回头一看，3
岁的小丰丰左手食指断了，血流
不止。

“当时正在下车，前面的人把
扶手抽起来，碰巧孩子的手放在
座位扶手上，就被夹住了。”据唐
女士介绍，下车时人多拥挤，前座
的乘客匆匆离开了，看到孩子满
手是血，她十分焦急，立即找到一
辆出租车准备前往就近的医院。

紧急求助
出租车司机求助
交警火速开道

10点28分，出租车搭载着母

子三人从成都东站客运站出发，
在行驶至金沙江路路口时，看到
执勤的交警，出租车司机立即靠
边停车，跑到路口求助。“警官，
我车上有小孩子手指断了，情况
紧急！”正在路口执勤的成都市
交警三分局五大队协警王旭东
接到求助后，立即上前了解情
况，只见孩子满手鲜血，不停哭
泣，母亲更是焦急万分。“请带我
们去最近的医院。”

接到求助后，王旭东立即骑
上警摩，拉响警笛，带领着出租
车向附近的四川省医院城东病
区疾驰而去。10分钟后，出租车
抵达医院，王旭东将伤者送至急
诊室，医生表示6个小时是断指
医治的最佳时段，由于医疗条件
有限，建议前往四川省骨科医院
进一步治疗。

待孩子手指做了包扎后，王
旭东又驾驶着警摩开道带着出租
车赶往四川省骨科医院。

全程护送
辗转两家医院
为年轻妈妈垫付医疗费

11点40分左右，伤者抵达四
川省骨科医院。挂号、检查、交费，

带着两名孩子的唐女士有些手忙
脚乱，同时身上的钱不够支付治
疗费，王旭东得知后主动垫付了
400余元，并嘱咐唐女士照顾好小
一点的孩子，他带着受伤的小丰
丰在医院进行检查。

直到下午3点，孩子入院准备
手术，他才歇了一口气。3点15分，
在四川省骨科医院第一住院的病
房走廊，王旭阳坐在椅子上啃了
一口面包，喝了点水。今年22岁的
他是第一次执行紧急护送的任
务，“一位女士带着两个娃娃，已
经忙昏了，我只是尽自己一点
力。”王旭东说，一路上，出租车司
机也很帮忙，不仅送往医院，还帮
忙照料。

对于交警的帮助，家属十分
感激，“非常感谢！”面对意外，3岁
的小丰丰也十分勇敢，说以后要
当解放军、当警察，还认真地向交
警敬了个礼。

目前，孩子正在医院治疗，医
生表示将尽力保住断指。

记者了解到，家属称已向
当地派出所报警，具体事故是
怎么发生的，大巴车扶手如何
能夹断小孩手指，目前警方正
在进行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现在，三位同学已经进入
大四阶段，三位同学有的在公
司实习，有的找了相关的兼职
工作。何越和其他同学设计的
耳机已经在今年8月通过淘宝
平台完成众筹，正在进入产品
量产阶段，而这一款耳机，从
项目启动到完成众筹，用了3
年时间，光是设计样本，就有

21个版本。
“要考虑到内部结构和

声学相互调整，满足声音好
听的需要。”何越说，内部结
构像墙壁一样，声波会在内
部腔体里面反射，既要外形
好 看 ，又 要 音 质 最 佳 ，用 了
小半年时间不断做调整，终
于 在 今 年 年 初 进 入 小 批 量

试产。
而汪大丁的设计作品，也

在白鹿镇旅游产品比赛、西岭
雪山旅游产品设计、安吉竹产
品比赛等比赛项目中获得各
种奖项，还拥有4项外观和2项
实用新型专利。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受访者供图

设计“能获得淡水的救生圈”
西华大学学生喜提“红点”奖

刚刚过去的夏天，满载中国游
客的普吉岛旅游船只在特大暴风
雨中倾覆，造成数十人死亡的惨烈
后果。遭遇海难长时间未得到救
助，漂浮在茫茫海面，最大的死亡
威胁来自于脱水。而触手可得的海
水的盐浓度约为人体液的四倍，喝
海水不但起不到补充水的作用，反
而造成人体脱水。

“（海上）有太阳嘛，利用蒸馏
原理，就可以获得淡水。”主创设
计者之一的何越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这次获奖的设计作品，就是改
良后的救生圈，通过蒸馏从海水
中提取淡水补充人体水分，并且
不改变救生圈原有浮力，增加获
救几率。

何越讲解了救生圈获取淡水
的原理，在救生圈上，有一条约占
救生圈四分之一长度的带状空间
作为海水储存区，平时处于密封状
态。而一旦发生海难，漂浮在海面
的人可以打开封条，让海水进入带
状空间，在海水储存区的最前端，
有一个水滴状“小角”，是淡水储存
区，在淡水、海水储存区中间，有一

段隆起的隔断区。而在海水储存区
的上方则是一段斜面，从高到低地

“探入”淡水储存区，长时间阳光照
射下，海水储存区的海水被蒸馏
后，沿着斜面，滴落到淡水储存区
积蓄。“（淡水储存区）连接了上方
的一根原本在内部的吸管，打开后
可以喝到水了。”何越说。

今年6月，何越收到了组委会
的获奖通知，受reddot奖组委会邀
请，9月28日，何越、汪大丁、袁怀宇
前往新加坡参加了颁奖典礼。

成都商报记者从红点奖官方
网站查询到，红点奖由产品设计
奖、传播设计奖及设计概念奖三大
部分组成，设计概念奖又分为四
类：红点之星奖、最佳设计奖、红点
奖、佳作表彰。今年，红点设计概念
大奖的参赛作品数量再创新高，共
收到了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
5640件参赛作品，比往年增加了
19％。由全球20位顶尖设计专家组
成的国际评审团今年共选出了333
件获得设计概念奖，其中265件获
得红点奖，西华大学的三位同学就
是这个奖项的幸运者之一。

9月网络理政平台数据公布
租房贷问题成反映热点

8日，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办公布了9月份网
络理政平台运行情况。9月，网络理政平台收到群
众来电、来信226379件，来电、来信量较上月小幅
下降。从诉求内容上看，住房保障与房地产、市场
监管、环境污染三个方面诉求量较大，占来电、来
信总量的32.70%。其中市民反映租房贷问题90
件、新能源汽车设置充电桩问题93件，成为9月投
诉较为集中的热点问题。

据通报，9月网络理政平台收到群众来电、来
信226379件，其中，来电210163件，来信16216件，
来电、来信量较上月小幅下降，其中：来电量减少
2.00%，来信量减少0.18%。网站访问量较上月增
加4.35%。从诉求内容上看，住房保障与房地产、
市场监管、环境污染三个方面诉求量较大，占来
电、来信总量的32.70%。

排列前三的问题中，住房保障与房地产类
30112件，占受理总量的13.30%，涉及新房和二手
房买卖、水电气等方面。市场监管类23641件，占
受理总量的10.44%，涉及消费纠纷、商品质量等
方面。环境污染类20275件，占受理总量的8.96%，
涉及噪音污染、大气污染等方面。

9月，群众评价不满意的有14558件，满意率
81.71%。其中，区（市）县办理件中群众评价不满
意的有12431件，满意率80.53%；部门办理件中群
众评价不满意的有2127件，满意率86.50%。不满
意件问题主要集中在住房保障与房地产、环境污
染、城市建设和市政管理等方面。

9月市民反映租房贷问题90件，主要集中在
多家房屋租赁公司强制租户或在其不知情情况
下绑定贷款APP缴付房租方面。9月市民反映小
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问题93件，主要集中在物
业拒绝配合业主安装充电桩、充电桩设置位置不
合理、相关收费标准不明确等方面。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放了三年的废旧电池该往哪扔？

普通无汞干电池
可放入垃圾箱不可回收类

一堆电池放在家里已经三年，有空调遥控器
的、烟机灶具的，成都市民谢大娘已经积攒了两
三斤。“如果随便扔到垃圾桶，肯定还是会污染环
境。”谢大娘说，到楼下问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一
个能够处置这些废旧电池的地方。

随后，记者通过联系电池生产厂商了解到，
他们生产的一次性干电池不含汞，只要投放到垃
圾桶的不可回收类垃圾箱即可。而根据《成都市
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2018—2020年）》，生活
垃圾实行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
圾“四分类”，其中有害垃圾中所包含的废电池
主要是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

家里废电池往哪扔
受访市民表示并不清楚

今年已经70多岁，谢大娘住在成都市蓝谷地
小区，昨天，她拿着家里的一堆废旧电池，想要找
个地方扔掉。“小区没有找到专门扔电池的垃圾
桶，小区外街道也没有找到。”谢大娘拿着这两三
斤电池，在楼下边走边问，走了600多米，终于找
到了一个垃圾箱，上面写着可以投放纽扣电池，
她这才将废旧电池扔了进去。

在小区附近，记者随机采访了三名环卫工
人，大家都表示不清楚哪里有专门的电池回收垃
圾桶，其中一名环卫工人则表示，“大家平时都和
生活垃圾一起直接扔到垃圾桶。”

在成华区沙河附近的两个小区，记者在走访
过程中也没有发现回收废旧电池的垃圾桶，在马
路边上的垃圾桶主要分为“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中间一个小孔，上面印着香烟的图案。就在
小区附近，记者随机采访了10名路人，其中包括
小区保安、环卫工、底楼商家等，大家均不知道电
池往哪扔。“一般都是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一
名女士表示，家里电池更换频率很低，如果产生
这些垃圾，也是直接扔到垃圾袋里。

电池生产厂商：
无汞碱性电池可随生活垃圾丢弃

昨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国内一家知名电池
生产厂商，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国家对电池
要求很严格，只要是符合环保标准的干电池，可
以和生活垃圾一起丢弃。“可以放到不可回收
类。”对方表示，随着电池生产技术改进，居民生
活中常用的干电池，如1号、5号、7号电池，正规厂
家生产的基本不含有铅汞类物质，或者重金属含
量低于国家标准。

据了解，干电池分为无汞电池和含汞电池两
种。碱性电池，无汞环保，可以随生活垃圾一起丢
弃。而含汞电池处理不得当会造成汞污染，根据
数据显示，一节5号或7号含汞电池，埋进土里会
污染约1立方米的土壤。

根据我国《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重点
控制的废电池包括废的铅蓄电池、锂离子电池、
氢镍电池、镉镍电池和含汞扣式电池。在具备资
源化利用条件的地区，鼓励分类收集废原电池，
废电池收集企业应设立具有显著标识的废电池
分类收集设施，鼓励消费者将废电池送到相应的
废电池收集网点装置中。

垃圾严格分类
扣式电池、充电电池等需回收处理

今年4月印发的《四川省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
施方案》中指出，到2020年底，全省将基本建立垃
圾分类相关法规和标准体系，普遍建立生活垃圾
分类制度，形成较为完善的生活垃圾处理信息化
监管体系，并在成都、德阳、广元城区实施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据成都市城管部门的相关人士表示，无汞电
池是可以投放到不可回收类垃圾的，但是手机电
池和纽扣电池这些则属于危险废弃物。“今年成
都有35个示范点位都在进行垃圾分类的试点，这
些具有特殊标识的垃圾桶都会设置在小区内。”
他表示，垃圾分类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提高环
保意识。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廖静

9月28日，在新加
坡的“红点奖博物馆”，
举行了“德国reddot
奖”颁奖典礼，西华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大四
的学生何越、汪大丁、
袁怀宇设计的“能获得
淡水的救生圈”获得设
计概念奖。

素有设计界“奥斯
卡”之称的红点奖，是
与IF设计奖齐名的一
个工业设计大奖，是世
界上知名设计竞赛中
最大最有影响的竞赛
之一，与德国“IF奖”、
美国“IDEA奖”一起并
称为世界三大设计奖。

脑洞大开
救生圈“蒸馏”海水可得救命淡水

何越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从大一下学期，他和来自美术
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不同班
级的汪大丁、袁怀宇两位同学
一起加入了NV+工作室，NV+
工作室成立于2008年12月，由
美术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孟
凯宁教授指导，由研究生与本
科生共同组成的大学生设计工
作室（平台）。“我们就一起学
习、做一些设计产品。”

“本来就是学设计的，想要
用一些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

力。”何越说，红点奖是设计界的
知名大奖，大家一直都在为参赛
做准备，“之前也特别地去研究
过奖项的评奖标准和以前的获
奖作品，主要是侧重生活中的小
东西、比较取巧的地方。”

何越和汪大丁、袁怀宇前
前后后设计了好多种方案，光
是成稿方案就有大约10种，“之
前的一个方案，是关于红包的，
设计回归到带有祝福的作用，
比较有人文气息。”何越说，但
是考虑到红点奖是国际奖项，

评委可能对于具有中国传统文
化类的作品不会特别有感触，
而放弃了这个方案。

同时，何越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因为参与的是红点奖中
的概念设计奖项评选，所以参
赛作品仅仅还停留在设计阶
段，救生圈中可储存的淡水量
是多少、使用什么样的材质能
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蒸馏作用
等，都没有作为具体的设计因
素考虑，因此，也暂时没有制作
成品的计划。

目前还处于概念设计阶段 暂未有成品计划

改版21次 众筹耳机已进入量产

三岁男童在大巴车上手指被意外夹断
辗转两家医院，成都交警护送就医

“妈妈，等我好了，要吃棉
花糖。”10月8日下午3点过，小
丰丰趴在病床上向母亲撒着
娇，然而断指的疼痛却让他眼
泪不禁往外流。

昨日上午10点过，3岁的
小丰丰在乘坐大巴时意外被夹
断手指，血流不止，母亲立即带
着他和另一名9个月大的孩子
乘坐出租车前往医院。在成都
金沙江路路口，出租车司机见
到正在执勤的成都市交警三分
局五大队协警王旭东，向其求
助。接到求助后，王旭东立即骑
上警用摩托车，拉响警笛向医
院疾驰而去。由于病情严重，王
旭东带着母子三人先后辗转两
家医院，还把身上的400余元
拿给年轻妈妈垫付医药费，救
治孩子。

目前，孩子正在医院治疗，
医生表示将尽力保住断指。

作品设计图
袁怀宇、何越和汪大丁展示获奖证书

交警开道护送

王旭东帮助受伤小孩就医

1.灌注海水 2.海水被净化成淡水 3.补充被困者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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