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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野地逮蝎子坠入枯井
事发新安县，老人被困井下超过 25 个小时后成功获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焦勐 通讯员 张乾 文图

老人成功获救

家里老人突然联系不上，这下把家人急坏了！6
日晚上 7 时左右，新安县的一家人发现与 75 岁外出的
老人失联，彻夜寻找，却遍寻不到。原来，老人在野外
坠入枯井，被困超过 25 个小时后被成功救出，救出时
体温不升，瞳孔缩小，情况一度十分危急。

75 岁老人外出失联
一天一夜后发现老人坠井
老 人 姓 张 ，今 年 75 岁 高
龄，身体还不错。据老人的家
人介绍，老人 8 月 6 日外出到
野地逮蝎子，当晚 7 点左右，家
人再也联系不上老人。
老人的儿媳韩女士说，最
先发现老人失踪的是韩女士
的婆婆，韩女士的婆婆近日在

医院住院，老人一般在上午去
医院看望老伴，但 6 日当天老
人未到医院，韩女士的婆婆回
家后才发现老人失踪了，老人
的电话在家里放着。
联系不上老人，家人找了
一整夜也没找到。7 日，家人
发动全村人扩大范围到处查
找，最后在玉米地中间的一口
井里找到了老人，但老人当时
的状况已不太好。

“在寻找前，我们就猜测
老人可能是坠入井中，因为我
们家附近的野地里，确实有一
些过去存雨水的枯井，村里的
一些老人都熟悉枯井的位
置。我们就按照这些枯井的
位置进行寻找。
”韩女士说。
找到老人后，村民们赶紧
报警，当地消防官兵及时赶到
现场救援。与此同时，为了更
好地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第
一时间抢救患者，现场总指挥
联系了新安县中医院急诊科，
救护车赶到现场，
随时待命。

饭菜已上桌
消防员为救人顾不上吃
8 月 8 日下午 4 时，记者联
系到新安县消防大队中队指
导员潘昊辉。潘昊辉说，8 月 7
日晚 6 时许，新安县消防大队
接到指挥中心指令，有一老人
被困在新安县北冶镇一处枯
井中近 24 个小时，
急需救援。
接到指挥中心指令时，官
兵们正准备吃饭，饭菜已经端
上餐桌，但时间就是生命，官
兵们顾不上吃饭，立即更换战
斗服，赶往现场参与救援。当
日，新安县消防大队共派两辆

救援车和 13 名救援官兵，潘昊
辉则负责此次救援工作。
潘昊辉介绍，老人被困的
井是一处枯井，位于北冶镇靠
北部的荒郊野外，井深约 5 米，
井口直径 80 厘米。
“ 井下的空
间较大，老人被困在井底，仍
有生命迹象，不时发出微弱的
呻吟声。”发现老人生命体征
不平稳，潘昊辉决定让一名救
援官兵身上绑缚救援绳下入
井内，帮老人穿上救援装备，
再由井外的救援官兵合力将
老人拉出井外。
“营救老人的时间不长，
主要是赶往现场的途中耗费
了一些时间。因为我们大队
距离事发现场较远，且老人被
困枯井所在位置不好寻找。”
潘昊辉说。
7 日晚 8 时，老人被成功救
出井口，距家人发现其失联已
25 个小时。此刻老人仍有生
命体征，但老人的意识已经模
糊。

争分夺秒急救
老人目前恢复很好
“老人刚救出时已经休
克，血氧测不出，末梢循环极

差，体温不升，瞳孔缩小，情况
十分危急。”据新安县中医院
急诊科负责人介绍，出诊的医
护人员立即为老人实施急救，
不放弃一丝一毫的希望。在
现场，医护人员为老人建立静
脉通道，清理呼吸道，放置通
气道，吸氧，并为他盖上被子
保暖，
随后迅速赶回医院。
返回途中，为了保障老人
的体温，救护车里特意不开空
调 ，医 护 人 员 浅 蓝 色 的 急 救
服，
很快就被汗水打湿。
到了医院急诊科，医护人
员积极为病人用热水擦洗升
温、纠正休克、继续吸氧监护，
对症支持治疗。
7 日晚上 10 点半，老人苏
醒了，可以正常对话，意识清
醒，
转危为安！
家属感激不尽，医护人员
也激动不已。
8 日下午记者了解到，老
人仍在医院观察治疗，身体各
项指征均
保 持 平
稳。
扫描右边的
二 维 码 ，看
救援现场。

三伏天的移动
“避暑胜地”
新一代智跑陪你丈量壮美河山

奥克斯联手京东 SCC，
提前开启 2019 冷年空调业新速度

电影《罗马假日》里说，身体和灵魂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在酷热难当的三
伏天里，新一代智跑以越级的智能配
置、卓越的动力性能和领先的安全配
置，为你打造移动“避暑胜地”，让出游
的脚步不再犹疑，让身体和灵魂一起融
入自然。
三伏天里，只能躺在家里吹着空调
吃西瓜？不存在的！新一代智跑教你
get“智”游自在避暑新姿势。配备自动
恒温空调、后排空调出风口、空气净化
系统等清凉配置，新一代智跑为驾乘者
营造凉爽宜人的舒适环境。不仅如此，
新一代智跑搭载了起亚 UVO 技术，驾
乘者可对车辆进行远程控制，通过手机
操控打开空调，提前降温，上车即享清
凉，轻松开启度假模式。
新一代智跑强劲的“心脏”也迸发着生命的活力，带你尽情遨游山水间。新一代智跑配备
Nu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马力达 161Ps/6500rpm，最大扭矩达 193 N•M。在先进的
技术支撑和精心的动力调校下，
实现了强劲动力输出与环保性的完美平衡。
告别都市的喧嚣浮躁，回归大自然的静谧安宁。穿越森林、湖泊、峡谷、草原，新一代智跑
陪你丈量壮美山河，
拥抱精彩汽车生活。

7 月 28 日，空调业以“奥克斯速度”著称的奥克斯，再次上演“速度与激情”：联手电商巨
头京东，中国最大超跑俱乐部 SCC，在北京瑞得万赛车场举动一场融合时尚、竞技、科技等多
种元素，倍受年轻、高端、精英等多元消费群体热捧的“饕鬄盛宴”——AUX 超跑红竞速趴暨
8 月 1 日奥克斯京东
“超级品牌日”
发布会。
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却足以引爆一场影响深远而广泛的变革。眼下，对于正处在发展
变革新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空调产业来说，奥克斯、京东与 SCC 三者之间的无界联手、跨界协
同，却为空调产业指明了一条发展的新路：那就是，拿永不服输的激情，永领时代潮的速度，
一起迎接变幻莫测的家电市场和个性多元的消费需求。
正如奥克斯空调负责人所说，
“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使命，就是每年推出的新产品，都必须
超越过去的自己。只有永不停歇、永不满足、永攀高峰的心态和标准，奥克斯才能紧跟消费
者升级的速度，
紧跟消费者需求、引领行业潮流”
。
就像这次的 AUX 超跑红竞速趴暨 8 月 1 日奥克斯京东“超级品牌日”发布会，来自家电
圈、零售圈，以及超跑圈的诸多人士，在赛场上亲自领略到：当引擎的轰鸣声瞬间将人包裹，
眼中只剩疾驰而过的赛道；当赛车全速向前，超越一个又一个对手，这不只是拥有完美的收
获感，还有创造奇迹的惊喜感；当奥克斯的超跑红跃然眼前，除了华丽而时尚的设计，更有动
感无限的激情。
无论是之前与法拉利俱乐部推出会员定制款空调，还是此次联手 SCC 超跑俱乐部共同
见证奥克斯超跑空调新品的发布，还是再次成为京东超级品牌日的主角，创造新一轮的空调
销售业绩。所有这些，正是奥克斯在践行于今年 5 月发布的全新品牌升级“蓝计划”，即从形
象、技术、产品等层面推进
“以产品体验升级为核心的技术升级”
经营战略。
可以说，奥克斯用自己的产品创新、产品品质、营销变革和用户服务等一系列实践，为行
业的发展与变革探索新的道路。并且提前在空调产业发展再次陷入一轮“需求低迷、市场下
滑”通道中，构建了产品、技术、营销和品牌协同创新的发展动力，从而走出一轮新发展和新
速度。

掌阅十周年发布战略产品“掌阅课外书”
用心专注青少年阅读
近日，数字阅读品牌掌阅推出了国内首款青少年阅读产品“掌阅课外书”，旨在解决青少
年阅读困扰，提升青少年阅读能力，培养阅读习惯和兴趣爱好。掌阅科技董事长成湘均在会
上表示，掌阅课外书的目标是 10 年后让青少年的阅读量成为现在的 5 倍。
掌阅课外书精选来自全球 36 个国家的 20000 多本优质图书，涵盖文学名著、童话寓言、
学习成长、家庭教育等十大类别。每本书都经过严格的“7S”内容筛选机制层层把关，确保为
青少年提供安全、绿色、优质的内容。
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阅读习惯尚未养成，2017 年全年阅读不超过 5 本课外书的青少年
占比为 51%。目前，青少年阅读存在八大痛点，包括孩子没有兴趣读书，不知道给孩子看什
么，内容不合适，想看的内容没有，偏远地区图书资源匮乏，名师名家资源稀缺，便捷性不足、
花费不菲，家长老师无法伴读。
为解决这些痛点，掌阅课外书引进教育部语文新课标推荐图书，并独家引进人民文学出
版社等知名出版社精选版本，保证内容质量。书籍按照年龄、年级和兴趣分类，科学规划，多
维度选择书籍，让阅读循序渐进，更加深入有趣。掌阅诚邀权威机构、名校名师推荐书单；优
选顶级名师导读，
开设精品专栏，拓展孩子的阅读视野，
启发青少年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据了解，掌阅课外书还同时拥有 APP 和电子书阅读器两种内容承载形式，让用户拥有多
元化选择，APP 内置护眼模式和防沉迷系统，
呵护青少年健康。
目前，掌阅课外书已在各大应用市场上线，
配套电子书产品已在京东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