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水暴涨困住老师和,,名学生 民警消防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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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困住了，有

6

个学生，请

求救援！ ”电话那头，一位老师气喘吁

吁地向民警求助，称自己和学生们被

困在铅山县葛仙山镇港东村陈家自

然村老虎滩的河滩上， 河水上涨迅

速，找不到返回的路口。

11

月

3

日中

午

12

时，此时正值用午餐时间，接到

报警后， 该局葛仙山派出所民警、职

工、辅警和消防救援队员立即放下碗

筷，赶往现场施救。

老师学生被困河滩

救援人员绕山路展开营救

看到前来救援的民警和和消防队

员，老师和学生们大声呼救：“ 快来救救

我们，我们在这！ ”听到呼救声，民警径

直朝老师和学生们走去。 可是河水湍

急， 救援民警几次试图蹚水过河都被

上涨的河水逼回，而要想抵达河滩，除

了这条水路就只有一条山路。 山路崎

岖且灌木丛生，放眼看去，其实山上根

本就没有路，但救援时间紧、任务重，救

援人员来不及思索，扯下袖子，拉高衣

领便朝灌木丛中走去。 民警们低下头

侧身往前走， 可路上的树枝上长满了

刺，还没走几步，救援民警、消防队员的

手上、脚上都被刺伤了。万般无奈之下，

救援人员只好向附近村民借来柴刀，

开路上山。

救援民警和消防队员连成一排，

个头高的在前面拿刀开路，将高过头

的树枝拦腰砍断，后方的人半弯腰紧

跟着，路上的杂草、树枝不时划到救

援人员的脸上、身上，时不时传出划

扯的声音。而另一组在岸上等待的民

警，则一直和被困的学生及老师保持

联系：“ 不要害怕，我们的救援队马上

就到。 ”民警一直试图安抚他们的情

绪，电话里的学生们急得大声哭了出

来，“ 你们快来， 河水越来越高了，我

想回家，我害怕！ ”

救援人员一路护送

被困老师和学生成功获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救援人

员就这样走几步、划几下 ，终于在

1

个小时后抵达了救援地。 学生们看

到救援人员，眼眶湿润，跑到救援人

员身边， 哽咽地说着：“ 我以为我们

回不去了，还好你们来了。 ”带队的

老师连忙向救援人员道谢， 请求先

救援学生。 考虑到学生走水路不安

全，救援人员一致决定，带领学生和

老师从山路返回。

“ 孩子们，都要小心这些树枝，树

枝上有刺，别被刮伤了！ ”救援人员一

边提醒着学生们，一边把他们拉到自

己的跟前，用自己的身体挡着两边的

树枝，碰到路上坑洼，民警们便抱起

学生， 送到走在前面的救援人员手

上。最终，在救援人员的护送下，学生

们全都安全到达了对岸，而救援人员

脚上被刺刮开的口子泛着血丝，后背

的衣服早已湿透。

“ 到了，我们到了

!

”学生们高兴

地跳了起来。 带队老师满是愧疚，本

想趁着周末带着学生们秋游，却不料

碰到伦潭电站发电放水，河水上涨迅

速，结果被困住了。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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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

日，央视新闻频道《 新闻

直播间》 以《 摩托车驾驶员倒地 、路

过司机相助》为题，报道了德兴市香

屯街道园艺社区吴淑中的助人事

迹。“ 吴淑中，好样的！ ”“ 德兴，是一

座有温度的城， 像吴师傅这样的好

人还有很多！ ”“ 吴淑中， 德兴好司

机！ ”……一时间，吴淑中的助人事

迹在微信朋友圈内被争相转发 ，众

人对他的凡人善举纷纷点赞。

摩托车雨天路滑侧翻倒地

10

月

26

日早上

8

时

02

分 ，天

空下着小雨，一辆从德兴大酒店方向

驶向铜都大道的摩托车，在铜都大道

红绿灯处，由于刹车过急，不曾想雨

天路滑，摩托车翻倒在地。 由于身上

穿的雨衣被摩托车压住，摩托车司机

一时无法爬起来。 就在此时，一辆车

牌号为赣

E46779

的农用车从同方向

驶来，尽管当时绿灯已经亮起，农用

车本来可以马上通过该路口，但农用

车司机看见倒地的男子后，迅速从驾

驶室出来，扶起倒地男子，然后回到

自己的车上。

记者事后了解到， 这位好心司

机名叫吴淑中 ，今年

43

岁 ，家住香

屯街道园艺社区，从事农用车运输。

“ 当天，我市开展创卫万人大行动扫

除活动，我运完垃圾后，准备将车停

到铜都大道的大型停车场内。 刚到

铜都大道红绿灯路口时， 突然看到

一辆摩托车侧翻在地， 摩托车司机

一时爬不起来。 当时，该路段过往车

辆多 ，车速快 ，加上雨天路滑 ，稍不

注意很难发现躺在道路上的人 ，这

样很危险的。 ”吴淑中表示。

农用车司机下车相助获赞

“ 那天，天气不好，我骑摩托车过

路口红绿灯的时候， 刹车刹得急，加

上雨天路滑，我就摔倒了，雨衣又被

摩托车压着，一时间起不来，幸好旁

边的农用车师傅跑过来， 把我扶起

来。如果当时后面车子没注意开过来

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真的很

感谢吴师傅，谢谢他！ ”摩托车驾驶员

宋建平说道。

当时，吴淑中一边注意着来往车

辆， 一边询问摩托车驾驶员有否受

伤，在得知身体没有大碍后，吴淑中

才上车离去。当记者问吴淑中：“ 难道

你不怕讹吗？ ”他告诉记者，“ 那有什

么怕的，我的车停在离他出事地点几

米远的地方，而且又是大白天，万一

要讹我也不怕， 现在到处都有监控。

而且当时那种情况， 我不去扶他，会

很危险。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遇到这

类情况， 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

的。 ”吴淑中表示，当时选择停车相助

是出于本能，根本没时间考虑其他。

“ 吴淑中，德兴好司机！ ”“ 吴淑中，

好样的！”“ 吴淑中，给你点个赞！你无私

助人的品德值得我们学习。 ”……在看

到吴淑中的助人事迹后， 德兴市民对

吴淑中的凡人善举无不交口称赞。

（本报记者 齐小龙 任晓莉 文

/

图）

男子失联二多年家人苦寻

民警多方联系助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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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停乱放。 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五三大道市立医

院门口时，发现当事人陈红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该乱停乱放行

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陈红进行批评教育，并

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按规范停

放要求，在非机动车停车线内顺向停车。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

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114

起。

乱堆乱放。 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横峰路迪欧家

具经营部门口时， 发现该店工作人员将大量红砖堆放在店门

口， 该乱堆乱放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

蔡仁武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

罚，责令其立即清理干净。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堆乱放违

法行为

1

起。

违规运输。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上饶大道时，发现

有车辆未按规定时段、路线运输，该运输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

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上饶市固宇混凝土有限公司进行批评教

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1

万元的行政处罚， 责令其立即改

正。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违规运输行为

1

起。

（本报记者 齐小龙 任晓莉 文

/

图）

民警审讯违法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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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阅读需求丰富文化生活

市图书馆夜间开放

不服检查出手扇辅警耳光

“女汉子”被行拘

一男子为醉驾好友“顶包”

帮人不成自己反被拘

违规运输罚款,,万 饶城一天处罚，，，,起不文明行为

1

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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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局近期大力开展市容秩序“ 十乱”整治行动。

11

月

7

日，市城管部门通过“ 巡查执法

+

监控抓拍”的方式，查

处各类违反城市管理相关规定的不文明行为

137

起，并对

部分不文明行为信息和部分处罚案例予以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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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程家富报道：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

阅读需求，丰富夜间文化生活，市图书馆根据该馆实

际情况，决定从今年

10

月

31

日起，二楼外借室、自

习区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时间为

17:00-20:30

。

市图书馆位于饶城广信大道，

2009

年

12

月

开馆，占地

42.5

亩，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

2013

年被文化部评为“ 国家一级图书馆”，是一个集文

献借阅、信息咨询、培训教育、学术研究于一体的

综合性现代化图书馆。 市图书馆现有各类纸质藏

书

20

万余册， 电子图书

70

万余册， 杂志近

700

种，装订成册

2

万余册，报纸近

100

种，装订成册

1

万余册。 市图书馆实行全方位开架免费借阅，每

周一闭馆，周二至周日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上

午

8:30--11:50

、午餐

11:50--12:50

（ 闭馆） 、下午

12:50--17:00

。 本次延长开放时间的是二楼外借

室、自习区，延长开放时间为

17:00-2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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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初明 记者杨小军报道 ：

10

月

23

日， 万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生微信群中有一微

友提到：其舅舅卢某火

20

多年前在浙江的某个看

守所服刑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家，家中亲属也曾四

处打探消息，却一直杳无音讯。

该微友的外公、外婆已经

90

岁高龄，甚是思

念其舅舅， 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布了一则寻人

启事， 并在刑警大队民生微信群中转发。 见此信

息， 民警立刻主动联系该微友， 详细了解具体情

况， 并表示警方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找到

亲人。问明情况后，民警根据该微友提供的一个旧

身份证号码，一张一代身份证照片，以及其舅舅最

后关押在浙江宁波某看守所这一信息， 开始了大

海捞针般的搜索。通过与外地警方沟通联系，民警

获悉到一条重要信息，卢某火仍在宁海县活动，平

时以打零工为生，无固定住所，还曾在一家装修公

司做了两年的事。 民警立刻电话联系到该装修公

司的老板， 最终在该老板的帮助下， 这名微友于

10

月

30

日找到了其舅舅。“ 我做梦都想不到真的

会找到舅舅，想不到梦想变成了现实，谢谢你们！”

该微友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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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

10

月

23

日，饶城发

生戏剧性的一幕：林某高醉驾肇事后，因怕酒后驾

驶出事故保险不赔， 竟让自己的好友余某剑前来

顶包，结果好友被刑拘。

当日凌晨

1

时

48

分，饶城紫阳公园附近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小型轿车在行驶过程中与停

靠在车位上的普通货车发生碰撞，无人员受伤，车

身受损严重。交警现场询问，自称是小轿车司机的

男子余某剑表示其打瞌睡导致撞车， 另外两名男

子系乘车人，都是其好朋友。 但细心的交警发现，

其中一名男子浑身酒味，面对询问始终闪烁其词。

经现场勘查和分析研判， 交警认为这极有可能是

一起酒后驾驶“ 顶包案”。 交警将林某高带至某医

院抽取血样检验，结果显示达到醉酒驾驶标准。经

民警深入调查，最终确认林某高系肇事司机，其好

友余某剑因涉嫌包庇罪被移送至北门派出所作进

一步处理。据余某剑交代，林某高发生交通事故后

便打电话通知其前去处理， 只是为了顺利报案得

到保险赔偿，而嫌疑人余某剑自以为“ 小事”便答

应帮忙。 目前，嫌疑人余某剑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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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俊涛 记者杨小军报道：

10

月

29

日上

午

11

时许， 铅山县交管大队民警在县城古镇街头执

勤，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时，一女子驾驶一辆非法加装

遮阳伞的电动车慢悠悠地由西向东行驶而来，并在红

绿灯下左拐车道停了下来。执勤交警上前准备拦住该

车，但骑车女子看到交警走来，突然加速想驶离。

辅警小杨和同事立即上前拦住该女子， 明确

告知其加装遮阳伞属于违法行为， 将依规扣留其

电动车。然而该女子任性地站在左拐车道上，对交

警的劝导置若罔闻。 为避免交通堵塞和事故的发

生，交警准备将车拖移至安全区域。这时令人意想

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该女子竟在争扯中毫不客气

地朝她身边的辅警小杨扇了两巴掌。 其他民警见

状，立即果断将该女子强行带离现场，并拨打

110

报警处理。河口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

现场。 此时该女子仍在现场大喊大叫，指责叫骂，

态度恶劣。为坚决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保障民

警辅警合法权益， 河口派出所民警依法将该女子

口头传唤接受调查。目前，该女子因阻碍执行职务

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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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扔烟头。

11

月

7

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高铁站时，

发现当事人余陈裔在吸完烟后随手将烟头丢在路面上， 该行为

属于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余陈裔进行批评教育，并

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责令其立即清理，规范

投放。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扔烟头违法行为

17

起。

乱扔垃圾。 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解放路永盛超市旁屈

臣氏店门口时，发现该店工作人员把垃圾随意丢弃在店铺门口，该乱

丢垃圾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陈桂英进行批评

教育，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立即清

理，按规范处置。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扔垃圾违法行为

1

起。

乱倒污水。 市城管局执法人员通过视频监控抓拍到饶城三

清山大道快准车服的工作人员将污水随意倾倒在店门口， 该乱

倒污水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随即对当事人任平平进

行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责令其

立即清理。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倒污水违法行为

3

起。

农用车司机下车扶起 助人好司机吴淑中

救援人员与获救师生合影救援民警抱着孩子穿过灌木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