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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四溢 臭气熏天扰民
社区：会派人去现场查看，随后向相关部门汇报，希望能尽快解决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近
日，家住南门外大街开泰桥附
近的居民向记者反映，其家门
口的窨井污水四溢，不仅影响
行人通行，而且随着天气越来
越炎热，散发出的异味更是严
重影响了附近居民们的生活，
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帮着
解决这个问题。

当天上午，记者在南门外
大街开泰桥南东河沿看到，地
上的一个窨井在不断往外冒着
污水，临近桥边的四五户居民
家门口都是水渍，路面肮脏不
堪，散发出阵阵臭味。附近居
民王先生告诉记者，天气炎
热，窨井冒出来的水臭味难
闻，有时候车辆经过还会把水
溅到行人身上。步阿姨家是受
影响的几户家庭中地势最低
的，加上门口没有排水沟，只
要遇到雨水天气，家门口就会
淹起来，晴天的时候窨井里冒
出来的污水也会顺着地势流到
她家门口。

据了解，这里的窨井堵塞
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记者
在现场看到，在这段路的中
间，每隔 100 米左右就会有一
个窨井，然而居民们向记者反
映，这些窨井都是摆设而已。
一些居民介绍，这里的公路新
修时，下水管道并没有弄好，

一些地方管道较小，并且还有
些地方不通。“我怀疑这里的下
水道不通，所以一直堵着，有
生活用水就会往外边流。”王先
生说。

因为污水流出来影响生
活，其中一位居民还试着去疏
通，但是没有疏通工具，因此
有心无力。“我们想在门口挖排
水沟，但又担心破坏路面，影
响他人。”该居民说，如今正是
多雨的季节，他们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早日解决家门口的排水

问题。
为了帮助居民们尽早解决

这个难题，记者随后联系了新
民中路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表示，前几年道路改造时，施
工人员已经帮居民解决了下水
道的排水问题，后来又被挖开
安装燃气管道，之后路面修复
工作没有做好。社区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会派人去现场查
看，随后向相关部门汇报，希
望能尽快帮助居民解决这一问
题。

图为冒着污水的窨井。记
者 李潇 摄

图片新闻
为丰富社区青少年

暑期生活，使青少年度
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近日，市民广场社区组
织学生志愿者走进小区
为居民们制作了法治黑
板报，并清理了便民信
息张贴栏上的小广告。
此次活动既锻炼了学生
的社会实践能力，也诠
释了志愿者的服务奉献
精神。

（记者 陈晓玲 通讯
员 吴爱芳 摄）

楼下门面房着火，丹阳华山医院医护人员紧急疏散病人

浓烟散去，多位“白衣天使”脱力晕倒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讯
员 朱敏）“着火了，赶紧转移病
人！”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丹阳华
山医院百余名医护及工作人员顿
时忙碌起来，开始紧急疏散 100
多位病人，对住院区那些行动不
便的病人，抬的抬、背的背，医护
人员在一楼与四楼之间爬上爬
下，争分夺秒……浓烟散去，21
位医护人员脱力瘫坐在地，其中，
更有七八位医护人员因不慎吸入
过量浓烟，导致晕倒……

昨日早上 6点 50分左右，丹
阳华山医院对面一门面的店主陈

慧（化名）听到喊声后，急忙从店
里跑了出来。“我当时正在店里择
菜，突然听到有人喊‘着火了’，我
跑出来后看到华山医院南边的一

个门面房直往外冒烟。”陈慧说，
“当时烟越来越大，马路两边的商
户都跑了出来。”

陈慧说，消防员很快就来了，

可由于现场浓烟滚滚，一开始找
不到着火点，在查看了附近几个
门面房后，消防员终于确定着火
点是“宏达五交化”那个门面房，
只是当时还早，店主还没过来，店
门也锁着，“烟太大了，我在马路
对面都受不了，现在喉咙还很难
受呢。”随后，消防员迅速破拆了
大门，展开灭火，火情迅速得到控
制。

“大约7点20分左右，我们就
发现医院大厅里面出现黑烟了，
不过当时烟还不是太大。”丹阳华
山医院院长周亚华说，过了10多
分钟，三楼四楼也开始有烟了，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医院里着
火了，后来才知道是楼下的门面
房着火了。”

“三楼四楼是我们的病房，里
面住着 100 多位病人。”周亚华
说，当烟弥漫到这里后，医护人员
便自发地疏散起了病人。

三楼的 60多位病人还好，只
有一小部分需要搀扶，医护人员
很快就将他们进行了疏散。但四
楼的39位病人生活不能自理，行
动不便，而且因为火灾医院里停
电了，电梯无法使用。当时，医院
内的烟已经很呛人了，情况十分
危急，医护人员抬的抬、背的背，
硬是一趟一趟将 39位病人从四
楼转移到了医院外。

“当时大家都没觉得累，只想

着四楼还有病人，得赶紧将他们
转移。”护士长袁爱萍在将病人全
部安全转移后，自己却累倒在
地。在医院宿舍区，记者看到了
正在输液的袁爱萍，她告诉记者，
当病人全部转移完毕后，医院的
医护人员累倒了21人，其中有七
八位医护人员甚至晕倒了。在其
中一间宿舍内，记者看到了正躺
在床上输液的一位护士，她紧闭
着双眼，手还在不停地颤抖。

在医院后面的一家休闲中心
内，或坐或躺着几十位病人，医护
人员正在忙着照顾。“因为疏散比
较及时，目前医院内的病人没有
出现异常状况。”周亚华说，“还要
感谢这家休闲中心的老板，要不
是他开放了场所，我们的病人还
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

“我们医院以前从来没有发
生过类似情况，这次突然遇到，大
家的行动可以说是作为医护人员
的本能反应。由于事发突然，没
有来得及组织，而他们以病人为
先，自发地紧急疏散病人，不顾个
人的安危，让人感动。”周亚华说。

医护人员累得瘫坐在地。 消防员
正在救火。

医 院 工
作 人 员 背 着
病人转移。

记者 茅猛科 通
讯员 朱敏 卢志
农 摄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

86983119

日期

7月22日

科室

心内科

内分泌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妇产科

风湿免疫科

肿瘤科

脊柱外科

专家

崔海明

徐茂锦

黄流清

胡国萍

柏乃运

齐凤兰

许臻

王湛

顾庆国

日期

7月29日

科室

心内科

内分泌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脊柱外科

专家

陈金明

薛嵩

黄坚

胡国萍

柏乃运

顾庆国

丹阳三院7月“周日上海长征医院特约专家门诊”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日常专家坐诊详情

南京中大医院专家坐诊安排

三院导医热线：86991666
三院地址：南二环路899号（华都锦城对面）

周日上海专家坐诊或有
变动，具体以当天出诊为准，
专家预约热线：86991666

专家坐诊可能会有变动，具体以当天出诊为准，门诊导医台热线：86991666

更 多 专 家
出诊情况、医院
动态、科普常识
请 扫 码 关 注 三
院微信公众号：

7月19日上午 肿瘤科 顾晓怡

7月19日上午 呼吸内科 张 梅

周三全天 生殖中心 袁春燕

周六上午 妇产科 赵维英

周三下午 疼痛科 孙岩军

周五全天 康复科 汤从智

周五全天 骨关节、骨创伤专科 郭玉冬

肺部影像会诊 周三上午 上海长征医院 肖湘生
（限号45个）
神经内科 周四、五上午 上海长征医院 黄树其
神经内科 周二全天 本院专家 盛延生
心内科 周五下午、周六上午 上海长征医院 陈金明
肾内科 周六上午 本院专家 杨 峰
肾内科 周三、周四 上海长征医院 张翼翔
肿瘤科 周一、三、五 本院专家 沈小章
肝胆胃肠外科 周二上午 解放军454医院 霍中华
胆石病科 周一、周三上午 本院专家 张 坤
普外科 周一至周五上午 本院专家 王俊生
腹股沟疝专科 周五上午 本院专家 黄志良
泌尿外科 周一、周四上午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陈向东
胸外科 周三上午 上海肺科医院 童稳圃专家团队
胸外科 周三、五全天 南京81医院 张传生
神经外科 周一、三、五上午 本院专家 赵豪杰
脊柱外科 周一、二、三、五、日 上海长征医院 顾庆国
骨 科 周一、三、五全天 本院专家 文立臣
甲乳科 周一至周四、周日全天 本院专家 刘亚萍
眼 科 周一至周四全天 本院专家 汤 备
皮肤科 周二、周三 南京鼓楼医院 顾富祥
口腔科 周一、二、三全天 上海长征医院 陶长仲
中西医特色诊疗 周一、三上午 江苏省中医院 陈德芝
中医男科 周一、三上午 本院专家 张西毛
妇 科 周一、二、四、五、六 本院专家 刘惠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