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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急救车上的暖心一幕

受伤小男孩在医生怀里睡着了
奶等待在现场。幸好，三人的
伤情都不算严重，急救人员现
场进行简单的伤情处理后，迅
速将三名伤者抬上急救车送往
市人民医院救治。
急救车上，孩子母亲一直
在喊肚子疼、头疼，而车祸的
惊吓也让两个孩子哭闹不止，
孩子奶奶抱着小孙女也一直哭
着。此时，跟车医生魏彪发现
受伤的 3 岁小男孩无人照顾，
便当即将其抱到怀中，还一边
下医嘱为孩子母亲治疗，一边
安慰家属。
渐渐地，孩子母亲的伤情
开始稳定。此时，暖心的一幕
正在上演，小男孩竟在这位刚
结婚不久、还没成为父亲的年
轻男医生怀里甜甜地睡着了。
虽然魏彪的动作略显生硬，却
很是温柔，就像一位满怀爱心
的“实习爸爸”。在急救车上，
跟车护士很是感动，忍不住用
手机记录下这暖心的一幕。
“因为是大雾天，路况很
差，魏医生一直踮着脚抱了整
整半小时。”跟车护士担心抱得
图为 120 急救车上，
医生魏彪一直抱着受伤的小男孩。 时间长了，魏医生的手脚会发
麻，就让他换个姿势。“不用，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暖爸”
。
我一动他就要醒了。我脚踮起
讯员 孙红娟）“弘扬正能量！
记者从市人民医院了解
来撑着点，这样他会舒服一
点。”魏医生几句朴素的话语
这位年轻医生真是好样的！”15
到，当天早晨 8:05，新桥点急
里，充满着暖暖的爱意，让跟
日，市人民医院许多医护人员
救组在下班途中，突然接到一
车护士和司机很是感动。
的朋友圈里都在热传一张充满
起车祸急救任务，司机薛春苟
到达市人民医院后，早已
温情的照片：该院年轻医生魏
师傅立即拉响警笛，载着跟车的
手脚发麻的魏医生依然小心翼
彪几天前在跟随急救车，送一
急救人员，飞速赶往事故地点。
翼地抱着小男孩完成医疗交
起交通事故中的三名伤者去医
当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
接，直到小男孩得到妥善处理
院救治时，将其中一名受伤且
发现是一起交通事故，事故现
后，才安心离开。
无人照顾的小男孩抱在怀里，
场有三人不同程度受伤，分别
事后，网友们纷纷留言：
直到医院。照片传到网上后，
是一位年轻母亲以及 6 岁女儿
“最美的医生”“绝对暖爸”“最
被迅速转发，很多人都被这一
和 3 岁儿子。伤者的家属只有
帅的男人”……
幕暖到了，其中还有人称其为
一位已急得手足无措的孩子奶

路面落差存隐患 居民盼进行修复

记者 李潇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潇）“这
里忽然有一个这么大的落差，
稍不注意电瓶车和行人就会摔

了，晚上更容易发生危险。”昨
日，市民王先生向记者反映，兴
业路一个丁字路口处有落差，存
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尽
快对此进行修复。
接到市民反映后，记者来到
了现场。据观察，从北环路往兴
业路走入大概 200 多米处有一
个丁字路口，在两条路的交界
处，有一处大约 10 厘米的落差，
附近的居民称，这个地方给他们
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我家就住在附近，每天外
出必须要经过这里，有时候要让

图为民警帮着抢卸抢运货物。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12
月 14 日上午，镇江高速公路一
大队民警在沪蓉高速公路巡逻
至河阳段时，发现一辆行驶着的

本报讯 （记者 李潇）昨
日，市民魏邦红致电本报民
生 热 线 86983119 向 记 者 反
映，7 日下午，他去河阳办
事，回程途中皮包丢失，一
位好心人捡到后，在原地等
候半小时见没人来认领，又
多方寻找他的信息。两小时
后，皮包终于物归原主，而
好心人则婉拒酬谢。魏邦红
觉得，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
值得赞扬。
据了解，7 日下午，家
住河阳新城小区的魏邦红去
河阳集镇办事，办完事后，
魏邦红便骑着车回家，然
而，到家后他才发现挂在电
动车上的皮包不见了。
“包里
除了购买的物品外，还有工
资卡、我和老伴的身份证、
社保卡等，还有一些现金。”
魏邦红说，他立即返回寻
找，一边查看，一边问路
人，但是一直到了集镇，也
没有找到皮包，
“之前去过的
银行、商家都去找过了，也
都没有。
”
没有找到皮包，魏邦红
失望地回到了家，此时已是
下午 5 点。“正当失望之时，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
捡到了我丢失的皮包，让我

很快被扑灭。看着火被全部扑
灭，货车司机激动地握着民警的
手连声道谢，称幸亏民警及时发
现险情，否则损失重大，后果严
重。
后经民警了解，货车上装载
的都是装潢家具。至于起火原
因，可能是过往车辆司机吸完烟
往驾驶室外扔烟头，然后烟头又
被风吹到了该车车厢内，点燃了
包装家具的纸箱。
在此，高速大队民警提醒广
大车主，冬季天干物燥，在高速
上吸烟切勿乱扔烟头，以免造成
不必要的危险和损失。

到河阳学校门口去取。
”魏邦
红说，当他火急火燎地赶到
河阳学校门口时，看见一位
中年女子站在寒风中焦急地
等待，
“和我确认过后，那位
女子将包交到了我手上，并
且一再拒绝了我的酬谢。
”
通过询问，魏邦红才知
道，这位中年女子找到他的
过程并不容易。“她叫骆友
丽 ， 安 徽 人 ， 今 年 50 岁 出
头，在镇江市丹徒三山乡打
工。
”魏邦红说，骆友丽在河
阳集镇邮局附近的道路拐弯
处捡到了包，随后站在原地
等候了半小时左右，见没人
来领，于是又拿着包询问了
五家商店，但都没有结果，
直到问了第六家商店，店主
在看到魏邦红的身份证后，
告诉骆友丽，丢包的人是一
位退休教师。
随后，骆友丽又辗转来
到河阳学校打听消息，这才
获得了魏邦红的联系方式。

民生热线：

86983119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老人买菜遗失手提包
市场一商户拾金不昧

车，实在没办法就只能往边上
走，一不小心就可能摔了，晚上
出门就更危险了，附近的老人
多，要是有老人在这里摔伤了又
该怎么办？”王先生说，前几天，
他就看到一辆电瓶车骑到这个
地方，一不留神，车和人都摔倒
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丁字
路口居民进出频繁，两条路交界
处的落差使得大家出行很不方
便。
“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尽快
将此处修复，消除安全隐患。”王
先生说。

货车行驶途中车厢突然着火
高速大队民警拦停火速救援
货车车厢中有浓烟和火焰滚滚
冒出。见此危急情况，巡逻民警
立即拉响警笛，一路追赶，直至
拦停货车。
当民警驾车赶上货车时，货
车内火势已越来越大，情况十分
危急，如不立即灭火，有可能导
致整车着火危及过往车辆。民
警马上从车内取出灭火器，对货
车车厢内明火部位进行灭火。
同时，指挥驾驶员将车内着火区
域的货物全部卸下。期间，民警
一直帮着抢卸抢运货物。
好在民警和货车司机的迅
速反应，快速处置，车厢内明火

寒风中她寻找两小时
终于将皮包物归原主

图为百家兴市场商户
将包交还给失主刘凤英。
记者 李潇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通
讯员 周勇）“谢谢，您真是
拾金不昧的好人。”14 日上
午，市民刘凤英老人在百家
兴市场办公室里接过失而复
得的手提包，向市场内的一
位商户连声道谢。
据了解，14 日上午，刘
凤英去百家兴菜市场买菜，
忙碌中不知道把手提包放在
了何处，手提包中不仅有手
机，还有若干现金，找了一
圈没有找到后，刘凤英来到
百家兴市场办公室向工作人
员求助。
正当刘凤英向工作人员

讲述时，市场内蔬菜摊主王
秀娣的爱人也来到了办公
室，将一只手提包交给工作
人员，称是在自家摊位上发
现的。
“早上一直忙着卖菜，
也没注意，刚刚整理摊位上
的蔬菜时发现有一只手提
包，问了现场的人，都说不
是自己的，之后听说有一位
老人正在市场办公室请工作
人员帮忙找包，我老婆就催
着我赶紧把包送到市场办公
室来。
”王秀娣的爱人告诉记
者，摊位上经常有买菜的市
民落下的东西，失主前来认
领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还给
失主。
经过确认，这个手提包
就是刘凤英丢失的，手提包
失而复得，刘凤英老人不住
道谢。
我市市场服务中心办公
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
不管是市场内的商户还是工
作人员，素质都很高，
“菜市
场作为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
所，经常有市民遗失东西，
市场工作人员捡到后都会及
时找到失主归还，今年，百
家兴市场的工作人员许建
洪、李明、顾坚，千家乐市
场的吴家祁都曾捡到过钱
包，而且很多摊主也都拾金
不昧，并谢绝报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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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十大流行语公布
本报记者 周娜

不知不觉中，2018 年只剩下不到半个月了。时间过得好快，似乎大前天我们还在热聊某某明
星“C 位出道”，前天又因为“国民老公”在微博送手机壳附送手机而感叹“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力”，昨天又为脱贫而争当“锦鲤”……12 月 3 日，
《咬文嚼字》公布 2018 年十大流行语，汇聚我们一
年情感的词语全部入选。这些词语是你常用的吗？快来看看吧。

2018 年十大流行语公布
12 月 3 日，2018 年十大流行语出
炉。如同往年一样，年度十大流行语
一经曝光就登上了热搜，吸引了众多
网友的好奇心。你了解它们的意思
吗？

命运共同体
解读：命运共同体，即在相同条件
下结成的命运攸关的集体，源自人类
命运共同体。
来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一系列国内国际场合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在十九大报告中，总
书记再一次提出，
“ 坚持和平发展道
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将《序言》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
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
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已引起各国关注，得到全
球认同，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国际共识。
造句：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锦鲤

教科书式
解读：形客某事做得非常标准、规
范。
来历：
2018年5月，
有人上传了一段
上海民警街头执法的视频。视频中执法
人员查处违法行为，
无论是执法程序还
是现场指令等都无可挑剔，
被网民称为
“教科书式执法”
。随着视频的热传，
“教
科书式”
也逐渐流传开来，
如
“教科书式
表演”
“教科书式避险”
等。
造句：
这位大爷火了，
这个问题回答
简直是教科书式级别。

官宣

解读：
“官宣”
从
“官网”
“官微”
衍生
而来，
又为
“官方宣布”
“
。官方”
本指政府
方面，把个人、机构等非官方行为称为
“官方”
，
也有强调其权威性、
可靠性的意
味。
来历：
2018 年 10 月 16 日，
赵丽颖与
冯绍峰同时在微博上发布
“官宣”
，
公布
二人结婚喜讯。两人都是粉丝众多的明
星，
婚讯备受关注，
引发网络疯狂转发。
几天后，
“官宣”
纷纷出现在新旧媒体上，
都是某个人或某机构宣布的某消息。
“官
宣”
迅速走红。
造句：
官宣，
今晚我吃炸酱面。

确认过眼神
解读：锦鲤，本是一种高档观赏
鱼，极富观赏价值，深受人们喜爱。后
泛指在小概率事件中运气极佳的人。
来历：2018 年国庆期间，支付宝官
方微博开展一个转发微博抽奖活动，
抽出一人作为“中国锦鲤”，吸引 300
多万次转发。10 月 7 日支付宝揭晓了
抽奖结果，幸运的“中国锦鲤”获得了
“中国锦鲤全球免单大礼包”。于是，
“锦鲤”成为“好运”的象征。
造句：少壮不努力，老大转锦鲤。

店小二
解读：店小二，原指旧时茶馆、酒
店、旅店等处负责接待顾客的伙计。
后指推进经济发展、为企业提供周到
服务的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
来历：浙江主要领导人曾提倡，政
府部门、领导干部要当好服务企业、服
务基层的“店小二”。今年，上海主要
领导也强调，
“ 政府要努力做好店小
二”
。由此逐渐演化出新义。
造句：发扬“店小二”精神，是社会
经济结构中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角色
的重新定位，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的具体举措。

解读：
确认过眼神，
即从眼神里得到
了证实，
出自林俊杰《醉赤壁》里的一句
歌词：
“确认过眼神，
我遇上对的人。
”
今
年走红网络的
“确认过眼神”
，
仅表示
“确
认过”
“甄别过”
的意思，
与
“眼神”
不一定
有关。
“确认过眼神”
的流行，
反映了人们
面对良莠不齐的海量消息甚至虚假信息
时希望得到
“确认”
“甄别”
的心理。
来历：
今年春节(2月15日)一网友发
布的一条微博“确认过眼神，你是广东
人”
，
以吐槽广东人过年红包面额小。后
又有网友在网上发了一个题为《傻子看
傻子觉得对方才是傻子》的视频：
两个男
生在楼下用手机拍趴在楼顶的三只哈士
奇狗，而哈士奇则一脸冷漠地看着楼
下。有网友评论
“确认过眼神，
是不想理
的人”
，
收到大量的
“赞”
“
。确认过眼神”
于是走红，
网络上掀起一场造句
“竞赛”
。
造句：
确认过眼神，
你是蚊子偏爱的
人。

退群
解读：群，指在微信、QQ 等社交平
台建立的可以供一定数量的人群交流的
小组；
退群，
即退出某个社交平台上的交
流小组。后来，含义引申，使用范围扩

大，
退群也指退出某一群体。
来历：
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后，
美国接
连退出了好些国际协议或组织，
如《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巴黎气候变化协
定》、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万国邮政
联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特朗普
甚至扬言，美国将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退群”
因此成为一个高频热词，
广泛出
现在新闻报道中。
造句：
美国又退群了，
特朗普到底有
啥好任性？

佛系
解读：
“佛系”
是一个外来词。2014
年日本某杂志介绍了一个“男性新品
种”
——
“佛系男子”
，
即爱独处、
专注于
自己的兴趣、
不想花时间与异性交往的
男人。有人说，
“佛系”
的流行体现了年
轻人对锱铢必较、
非理性争执的反感，
希
望构建和谐的生活秩序。也有人说，
年
轻人以
“佛系”
自嘲，
体现的是一种求之
不得干脆降低人生期待值的无奈，
反映
的是一种不可取的消极生活态度。
来历：
2017年12月，
一篇题目为《第
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的博文介绍了现
在年轻人的
“佛系生活”
方式，
其
“佛系”
义指
“不争不抢，
不求输赢，
不苛求、
不在
乎、
不计较，
看淡一切，
随遇而安”
的生活
态度。
“佛系”
迅速引爆网络，
并显示出超
强的构词能力，
“佛系青年”
“佛系生活”
“佛系人生”
“佛系乘客”
“佛系父母”
以及
“佛系恋爱”
“佛系养生”
等等，
层出不穷。
造句：
考好考坏都没关系，
有一个佛
系爸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巨婴
解读：巨婴，本是指体形巨大的婴
儿。近年来，
人们用
“巨婴”
指心理滞留
在婴儿阶段的成年人。
来历：
巨婴这类人以自我为中心，
缺
乏规则意识，
没有道德约束，
一旦出现超
乎自己预期的情况，
就会情绪失控，
产生
过激的非理性行为，
给社会带来灾难性
后果。
“巨婴”
现象已引起了全社会关注。
造句：
私自进入未开发景区，
结果遇
险哭着要求救援，
这种巨婴心态要不得。

杠精
解读：杠，即抬杠；精，即精灵、精
怪。杠精，
指
“抬杠成精”
的人。这种人
往往不问真相，不求是非，为反对而反
对，
为争论而争论。
来历：今年 4 月有人在网上发表了
一幅调侃
“杠精”
的漫画：
一女生向一
“杠
精”
表白，
并要求去见他的母亲。
“杠精”
说：
唯独这件事不可以，
因为
“杠精”
不配
拥有母亲。
“杠精”
迅速走红。
“杠精”
的流
行是人们对这种行为的反感所致。
造句：
走了戏精，
来了杠精，
就问你
怕不怕？

网友吐槽：
爆款少、太官方
以上十大流行语，很多都是网友熟悉的
词语，
但也有网友表示不服。
网友“穿靴子的猫”认为爆款太少，
“我们
日常生活中说的最多的几个词都没有上榜，
‘安排上了’
‘我劝你善良’
‘C 位出道’……都
是热门词汇啊，
全都不在其中。
”
。
有网友觉得，
这十大流行语太官方。
“
‘命
运共同体’和
‘店小二’太官方了，一个是政经
类语词，
一个是用在政府部门、领导干部身上
的词语，
我们平时接触的比较少。
”
记者搜索得知，在网上，2018 年十大流
行语还有一个版本，由贴吧网友自投产生，分
别是：
“锦鲤”
“官宣”
“佛系”
“确认过眼神”
“真
香”
“杠精”
“冲鸭”
“来了老弟”
“家里有矿”
“巨
婴”
。这些词语出现频率较高，
网友也较为接
受和认可。
记者观察发现，两个版本入围的流行语
中，有 6 个重叠，其它还是存在一些分歧。
对此，
《咬文嚼字》的总经理表示，
他们编
辑部评选流行语不会只单单考虑词频这一个
选项，
还会考虑到延续性和创新性。比如“命
运共同体”和“店小二”这两个流行语之所以
被选上，前者是因为其所代表的意义引起了
各国的关注，也得到了全球的认同，是国际性
的流行语；后者是对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在
社会中地位的重新定位。而且，入选的流行
语还必须有文明、有民意、有社风，从流行语
中可以窥见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

2018 年丹阳网友
最常用的流行语
说到流行语，丹阳网友第一时间想到的
是什么呢？
“如果让我去想的话，第一时间就是想
到‘锦鲤’这个词了，毕竟这一年线上线下抽
奖转锦鲤什么的太疯狂了，我就转发过好多
次。
”网友“贝壳里的海”力推“锦鲤”一词。
“我会选
‘燃烧我的卡路里’
，
感觉耳
边天天都是这个音乐，
和朋友聊天也会
加上这么一句，快被它洗脑了。”网友
“纠结娃”告诉记者。
也有网友选择了“杠精”，
生
“相信各位网友是深有体会啊，
活处处有杠精，不管什么事情都能找到一个
刁钻的角度跟你抬杠。
”
丹阳日报微信也对此进行了投票。结
果显示，被选出的词语都算是词频较高的，
“锦鲤”
“燃烧我的卡路里”
“确认过眼神”以
高票数入选，此外，
“ 佛系”
“ 教科书式”
“官
宣”
“ 杠精”
“ 家里有矿”
“C 位出道”也在其
中。
随着这些网络流行语的公布，也就意味
着 2018 年将要成为过去，流行语作为另外
一种形式的存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回忆
2018 年经历过的点滴！无论是官方公布、
网络自投，亦或是丹阳网友最常用的流行
语 ，它 都 代 表 某 个 节 点 的 事 情 、感
情。2018 年，还有哪些流行语是你经
常使用的呢？欢迎添加丹阳日报微
信，一起聊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