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医讯

南石医院有台移动卒中救护车：车上能抢救中风患者
致电 63555555，市区免费使用移动卒中救护车

8 月 4 日 18 时 47 分，
在滨河路与汉江路交叉口，
车牌号为豫 R160ME 的车
辆未礼让行人。按照相关法
规，罚款 200 元，记 3 分。图
片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
供⑥3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未礼让行人
记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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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家中毒打母亲，女儿庭上痛斥母亲过错

不孝子女惹众怒 法院判决还公道

民警基层走访

抓获一个潜逃犯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邢燕）日

前， 市公安局仲景分局民警在走访时得知一
名逃犯偷偷返回家中的消息， 于是秘密摸排
确认后，组织警力成功将其抓获。

当天下午， 仲景分局民警在陈棚社区走
访时接到一名群众称，逃犯王某常年外逃，近
期返回家中，并常在李某家中喝酒。 获取此重
要线索后， 民警迅速进行核查， 确认王某系
2012 年一起故意损坏财物案的重大嫌疑人，
刑拘在逃。 之后，民警换上便衣，由村组干部
带领，悄悄至李某家中守候，确认出入李某家
的可疑男子正是逃犯王某。

次日上午，民警组织警力，在两相路某居民
楼将在逃 4年的王某成功抓获。 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⑥3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刘亚磊 通讯员
王崇） 镇平县 84 岁的李
老太养育子女 6 人，年
迈的她无依无靠， 孤苦
伶仃， 甚至还遭到其中
一儿子的毒打。 日前，镇
平县人民法院来到老人
的居住地， 在一片小树
林中对这起赡养纠纷案
进行公开巡回审理，当
地 300 多名群众前来围
观、参与庭审。

李老太是镇平县城郊
乡肖营村人，丈夫和大儿子
已经去世。 去年丈夫去世
时，李老太跟随次子史某甲
一起生活，史某甲不仅不履
行赡养义务，反而向母亲索
要生活费。因李老太享受国
家低保和贫困户待遇，便先
后给史某甲 5 个月的生活

费共计 1600元。
今年 3 月，李老太因

病住院。 4 月 8 日出院当
天，因李老太对外说出了
给史某甲生活费的事，导
致史某甲的不满，遭到毒
打。 据了解，史某甲先将
母亲拖至家中，用铝线捆
绑母亲的双手，掐母亲的
脖子，后又拎着母亲双脚
拖行数十米，导致李老太
脊背多处受伤。 后被李老
太的孙子解救，并送往三
儿子史某乙家，跟随史某
乙生活至今。

李老太辛苦将子女 6
人养大， 没想到到了古稀
之年却孤苦伶仃， 她体谅
子女们举家过日子的不
易， 所以请求法院准许其
入住敬老院安度晚年或跟
随史某乙一起生活。

记者在现场看到，李
老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
佝偻着身躯， 不停地抹着
眼泪， 一旁的子女 5 人不
停地争吵着， 小女儿还坐
在地上拍着大腿痛斥着母
亲的过错。 李老太的情况
引起在场群众的愤怒，纷
纷表示：“要这样的娃儿有
啥用，就该让法院判刑，给
他们关起来！ ”

法院审理后认为：子
女应依法对丧失劳动能
力及生活能力的父母履
行赡养义务， 并禁止家
庭暴力； 子女不履行赡
养义务时， 无劳动能力
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
权利要求子女提供赡养
义务并给付赡养费。

依据相关法规， 法院
依法判决原告在养老院生

活期间的费用由子女 5 人
按实际数额各承担五分之
一； 如原告离开敬老院居
住在被告史某乙家， 另外
子女 4 人每人在每月的
30 日前支付原告赡养费
200 元；自判决生效后，原
告的医疗费用自费部分由
子女 5 人按实际数额各
承担五分之一；责令被告
史某甲在判决生效后 3
日内对今年 4 月 8 日所
发生的行为向原告写出
悔过书，由法院审核同意
后， 张贴在肖营村委会，
如被告史某甲不履行该
行为，法院将本案判决书
予以张贴，费用由被告史
某甲负担。

在场群众听完法院
判决后， 纷纷鼓掌拍手
称快。 ⑥3

民警破车窗救人

救出一个“酒晕子”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张晓

东）8 月 10 日晚， 一辆小轿车在北京路与光
武路交叉口长时间停滞， 驾驶人在车内不省
人事， 接警民警担心意外发生， 当即破窗救
人，结果竟救出一个“酒晕子”。

当天 22 时 45 分，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
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 一辆白色小轿车在
北京路与光武路交叉口长时间停滞不走，驾
驶人在车内不省人事。 民警接到警情后迅速
赶往现场，发现小轿车处于启动状态，多次拍
击车窗均未能叫醒驾驶人。 为了避免驾驶人
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 民警当即破窗救
人。 谁知，刚打开车门，民警就闻到一股刺鼻
的酒气。后经抽血化验，驾驶人华某每 100 毫
升血液中酒精检验含量为 160.6 毫克， 达到
醉酒驾驶标准。

目前，华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 ⑥3

近日，记者获悉，南石医院今年引
进一台价值千万余元的“移动卒中救护
车”，该车经过一段时间的人员培训、试
车等，现已投入使用，这是南阳市首个
“移动卒中单元”，脑中风患者在救护车
上就能做检查和急救。

“脑卒中，俗称脑中风，其救治具
有极强的时间依赖性， 脑中风患者必
须在黄金时间（3 至 4.5 小时内）接受
溶栓治疗， 才能避免发生严重的后遗
症。 ”南石医院常务副院长、南阳市脑
血管病诊疗中心学科带头人石军峰

讲，据 WHO 统计，全世界每 6 个人中
就有 1 人可能罹患卒中， 每 6 秒钟就
有 1 人死于卒中， 每 6 分钟就有 1 人
因卒中而永久致残。

南石医院引进的移动卒中救护车，
配备有小型移动 CT、相关检验设备、监
测设备及 5G信息化支持系统， 所有检
验结果都可以通过网络传输到医院，是
集检查、CT 诊断、溶检治疗、监测为一
体，被业界称之为“急救战斗机”的新利
器，可以最大限度提速救治时间，减少
卒中患者大脑损害，护佑患者生命。

什么样症状的患者最适合用该车
呢？ 笔者从南石医院脑血管病诊疗专家
中得知， 只要发现身边人有以下症状，
立即拔打 63555555，要求用卒中移动救
护车。

1、身体一侧或双侧、上肢、下肢或
面部出现无力或活动不灵 。

2、感觉口唇、面舌、肢体麻木，耳
鸣、听力下降。

3、单眼或双眼突发视物模糊，或视
力下降，或看东西有重影。

4、言语表达困难或理解困难。
5、头晕目眩、失去平衡，或任何意

外摔倒，或步态不稳。
6、头痛，通常是严重且突然发作或

头痛的方式与往日不一样。
7、性格、行为、智力方面突然一反

常态。
以上这些都是中风的症状，患者一

定要把握好治疗黄金时间， 卒中缺血 1
分钟，脑细胞死亡 190万个。 医护人员
在移动卒中救护车上能够对中风患者
完成血压血糖测量、 血液标本采集、建
立静脉输液通道等基础检查，然后通过
网络无缝对接南石医院卒中专家团队，
在获得技术支持和指导后，可以在车上
对症治疗，降低患者致残率。

移动卒中救护车将检查与急救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