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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治安动态
9月 11日至 17日

记者 陈琦 通讯员晓霞
为了进一步提高城市绿化质

量，提升园林绿化景观，我县园林处

近日全面开展城区主要道路绿化带

草坪的补植工作。

秋季正是绿化种植的理想季

节，此次补植工作采取科学有效的

措施以求更好地提高草坪的成活

率。园林工人先根据黄土裸露和枯

死草坪的范围统计所需的草皮数

量，随后对土地进行清理深翻，做好

前期准备工作后再根据气候条件及

草坪调运情况，有条不紊地对老化

草坪、裸露草坪进行补植，最后及时

地做好浇水等养护管理工作以提高

草坪的成活率和观赏效果。

目前，飞霞路和劳动路的草坪

补植工作正在进行中，原先黄土裸

露的部分再次呈现绿色生机。

【每周警情】本周我县社会

治安总体形势平稳，侵财型刑事

案件发案数和上周相比小幅上

升。所发案件以盗窃为主，以盗窃

电动车和电瓶为主，盗窃车内财

物和入室盗窃时有发生，全县社

会治安形势稳定有序。

【多发案件】该周我县各类

刑事侵财型案件主要为盗窃案

件，盗窃电动车以及电瓶处于多

发态势，此类案件占全部刑事侵

财总数的 60%以上，城乡各地均

有发生，但城区发案多于乡镇。城

区三个街道和部分乡镇入室盗窃

案件偶有发生，乡镇农村的入室

盗窃案件多为溜门入室，即是趁

居民家开着门入室顺手牵羊，盗

窃手机等物品。赤城和始丰街道

有盗窃车内财物案件发生，发案

时间均为晚上时段。

【防范建议】广大市民应加

强电动自行车防盗，在日常养成

时时防范的习惯，在停车时一定

要锁好龙头锁和电门锁，即便是

临时停车也不要疏于防范。同时

应该对电动车加装锁具和报警装

置，不论是出行还是回家，要不

怕麻烦，在停车时候记得锁好电

门锁和挂锁。白天出行停车最好

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晚上

一定要将车辆停放在室内。对于

居家防盗也应引起重视，平时需

要绷紧安全弦，短时间出门也要

随手关紧门窗，千万不要因为麻

烦为窃贼留下方便之门。私家车

在停车时，应该将车内的物品随

身带走，特别是晚上停车尤其要

多加留意，最好把车内物品全部

带走，不给窃贼有机可乘。

(县公安局)

记者 陈琦 通讯员 华强

9月 11日，张某驾驶小型普通货车自三

门方向驶往我县城关，21时 57分左右，途经

老 326省道 18KM+220M 即三合镇山头洋

村路段，碰撞前方骑行二轮电瓶车的鲍某，

造成鲍某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9月 14日 23时 40分左右， 许某驾驶

小型轿车途经赤城街道工人东路延伸段坑

边路口时与丁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

撞，造成丁某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

故。

由于夜晚光线差、能见度低、驾驶人身

体疲劳、路况不佳等多种因素，夜间交通事

故发生概率远高于白天。因此，驾驶人有必

要了解夜间行车注意事项，做到有备无患，

确保夜间行车安全。夜间行车注意事项：

◎勤休息可避免疲劳驾驶
通常来说，日间行车 3至 4个小时就要

停车休息一下，而夜间光线不好，更不能长

时间驾驶。如果只有一人开车，要尽早到途

中可以休息的地方休息，不管什么情况都不

能疲劳驾驶。

◎遇到大
车勿走神

夜间路上货

车较多，在夜

间行车要有意

识降低车速，

并且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

尽量离货车远

一点。需超越

货车时，除切

换灯光提醒货

车 驾 驶 人 之

外，还应鸣喇

叭，以引起货

车 驾 驶 人 注

意。超越单辆货车时，应干脆利落，果断踩油

门；需连续超越货车，尤其是在不同车道上行

驶、前后距离较短的货车时，一定要打起精神，

预留足够位置。

◎留意路况变化和路面情况
通过路口、居民区时要缓慢行驶。如果看

到路上出现石头、砖头、树枝等物体，应第一时

间轻踩刹车，确认安全后变换车道。这些物体

有可能是警示物，它们前方可能停有一辆故障

车。

◎雨雾天一定要降低车速

如果突然下雨或起雾，要在第一时间降低

行车速度。如果前车的速度也降低并且适中，

可以在保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跟车行驶。

◎合理使用灯光
夜间行车过程中，车灯是必不可少的辅助

工具。在会车时，要将远光灯

切换成近光灯，这样做是行

车的礼仪，同时也提高了行

车的安全系数。同时，也要做

好心理准备，可能对向车辆

没有切换灯光，但自己一定要养成切换远

近光灯的习惯。

◎夜间超车要告知

夜间超车必须在道路和交通条件许可

的情况下才能实施。超车时，先用远、近灯

光变光，告知前面车辆，待前车让路后，再

向左打转向灯，超越后再给被超越车辆留

一定的安全距离，然后向右打转向灯，驶回

原车道。

◎夜晚遭遇远光灯该怎么办
夜晚乱用远光灯可使驾驶人视觉上产

生瞬间致盲，被远光晃到的驾驶人如同闭

眼开车，对周围的行人以及前后来车的观

察能力大大下降。

◎对向遭遇远光灯可切换提醒
如果对向来车长时间使用远光灯，可

采用切换远近光灯的方式提醒对方。面对

自己的提醒，如果对方毫不理会，就主动减

速靠边，等会车结束再正常行驶。如果遇到

对向车辆切换灯光，要注意自己是否无意

间开了远光灯。

◎后车开远光可使用防炫目后视镜

如果后车开远光灯，可以使用防炫目

后视镜。有的车型防炫目后视镜是自动的，

有的是手动的，在后视镜后面有一个开关，

可以手动调节后视镜角度。另外，也可轻点

几次刹车提醒后车，如果对方不予理会，那

就靠边减速，等后车驶过后再继续行驶。

夜间行车相对白天需要更加小心谨

慎。虽然夜间车辆较少，但需要驾驶人更加

仔细观察周围环境和路面情况。再次提醒

广大驾驶人，应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合

理安排作息时间。

有市民来电反映：目前，上

山摘野板栗、野猕猴桃的市民

越来越多。在此该市民提醒广

大市民上山时一定注意防火和

防野生小动物侵袭。

夜间务必谨慎行车

为秃草坪换“新发”

因房租即将到期，经单位研究决定，

在天台县济公大道 82号(天台县供销社)，

提前向社会公开招租天台县赤城街道劳

动路 39号供销社大楼（华联超市一楼）5

年租赁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租简况：本次招租为天台县赤
城街道劳动路 39号天台县供销社大楼(华

联超市)一楼，租期为 5年。

二、报名时间、地点：2017年 9月 25
日至 2017 年 9 月 26 日上午 8 时—11 时

30分，下午 2时 30分—5时 30分，在天台
县济公大道 82号 5楼(天台县供销社)。

三、招租要求：

（一）浙江省重点流通企业；

（二）注册经营期限 10年以上；

（三）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0万元；

（四）不得用于危险品行业及其他国

家禁止项目；

四、报名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法人及其他组织。

五、租金：起标价 112万元，投标价高

者中标，中标者每年提增 3%。

六 竞价保证金：投标前交纳保证金
10万元，对未中标的无息返还保证金。

七、报名须知：报名者请带有效的营
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人代表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报名地点办理报名

手续；委托他人办理的，须出具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联系电话：0576—83898882

13968589281 （政府网：689281）

天台县供销社集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18日

因房租即将到期，经单位研究决

定，在天台县济公大道 82 号(天台县供

销社)，提前向社会公开招租天台县赤

城街道劳动路 39号供销社大楼 （银河

浴室）5年租赁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招租简况：本次招租为天台县赤

城街道劳动路 39 号天台县供销社大楼

(银河浴室)租期为 5年。

二、报名时间、地点：2017 年 9月 25

日至 2017年 9月 26日上午 8时—11时

30分，下午 2 时 30分—5时 30分，在天

台县济公大道 82 号 5 楼 (天台县供销

社)。

三、招租要求：不得用于危险品行业

及其他国家禁止项目。

四、报名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

五、租金：起标价 5 万元，投标价高

者中标。

六、竞价保证金：投标前交保证金 1

万元，对未中标的无息返还保证金。

七、报名须知：报名者请带本人有效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带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人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到报名地点办理报名手续；委托他人办

理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联系电话：0576—83898882

13968589281（政府网：689281）

天台县供销社集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18日

天台县供销社大楼一楼招租公告 天台县供销社大楼银河浴室招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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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县老年人协会 主办

天台县新闻传媒中心 承办

编者按：9月 12日至 14日，由天台县老龄委主办，

县老协承办的“县老龄工作骨干培训会”在街头镇后岸

村召开。180余位老年精英齐聚一起，学法律，学消防，

学交通，学健康等。

此次培训会，内容专为老人们量身定制，非常接地

气，上期《天台老年》已作过全面报道。本期，将着重就

培训内容的健康方面作详细报道。听县红十字会潘丽

娟医生讲“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现场救护”知识。因为

意外伤害是在人们没有防备的时候发生，现场可能没

有医务人员或者离城市比较远，如果掌握了自救互救

的手段，可以在现场争分夺秒地保护自己的生命或救

助他人。

“心脑血管疾病已经不再是老年人

的专利了，而且呈逐年年轻化，在冠心病

导致的猝死人群中，男性是女性的 7倍，

88%是发生家里，非常遗憾的是，不少人

甚至来不及等到医生来到现场就失去了

宝贵的生命。因此，每个人对此必须引起

高度的重视。”

培训会一开始，潘医生就抛出了心

脑血管疾病的危害性。那么，当我们遇到

此类情况时，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要学会拨打急救电话。要告之

接线员姓名、详细地址、发生了什么紧急

情况。切记，接线员没有让你挂电话之

前，千万不要挂电话，如果你由于
紧张或者说不清楚病人情况，你就
听接线员提问，然后一一回答。另
外，需要提醒的是，遇到急救时，应

直接打急救电话，而不是打给身边

的亲人，否则又耽误时间了。

心绞痛的识别与现场急救
冠心病占到了心源性猝死的

70%-90%，用 6个字来表述，皱眉、

咬牙、捂胸。看到这样的人突然发

病，我们应该问他哪个地方疼？病

人如果说不清楚哪个地方疼，就一

大片都在疼，那我们首先要想到的

是冠心病的急症发作了。冠心病急

症来临之时抵挡死神的第一道门

槛是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

心绞痛是冠心病临床表现之

一。那么，心绞痛急症发作，我们该

怎么办呢？ 建议给患者的背后垫

些物体（比如枕头），让他的身体

呈 30度角。然后解开衣领、胸罩、

腰带、紧身裤，有氧气的插氧气，没

氧气条件的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

进入，只要让病人呼吸畅快就可以

了。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是一
个急救者，请你立即帮助患者吃他
自己带的药。如果是一个冠心病患
者，他平常要带三样药，第一安定，

止疼、安静、减少心脏心肌的负荷；

第二，硝酸甘油，扩张血管；第三，

阿司匹林，它可以协同硝酸甘油起

到更好的作用。

阿司匹林是大力疏通机，必须

嚼碎，利用嚼碎过程立即溶栓，它

能从心绞疼预防到心肌梗死的一

级预防，一般量 2-3 片 （300 毫

克）。

很多人都知道硝酸甘油片是

解除心绞痛的特效药物，有的人当

看到患者服用后效果不明显时不停地

给病人吃硝酸甘油片，希望通过多次

服用起到预期的效果。遗憾的是，当

医生赶到现场时才发现因患者过量

服用硝酸甘油而失去了救助的意义。

服用硝酸甘油的原则是“一片解
除症状”，即含一片硝酸甘油能解除
症状的，绝不能含第二片。如果服用
一片硝酸甘油 5分钟后解除不了心绞

痛的症状，再含第二片，并立即拨打急

救电话求救。如果第二片含到半片时，

患者的症状解除了，剩下的半片要吐

掉。5分钟后，仍旧解除不了症状，才

可以含第三片。医生到来之前，绝对
不能含第四片。否则，会造成患者死
亡。切记，含硝酸甘油片要躺着含，坐
着含，千万不要站着含。

冠心病里头还有一种叫心肌梗

死，心肌梗死是因为心脏的供血血管

被阻塞，造成心肌缺血坏死。百分之

八九十的心肌梗死患者哇哇地吐，吐

着吐着脑门凭空地冒出来一片又一

片黄豆粒大的汗，擦都来不及，就像滚

落下来的珠子，大汗淋漓，病人已经休

克了，进入到心肌梗死。

这种情况下，若身边无救助者，患

者本人应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在

救援到来之前，可深呼吸，然后用力咳

嗽，这是有效的自救方法。作为家属，
如果发现家人突发心肌梗死，应该保
持镇定，果断急救，拨打 120。或者立
即让病人就地平卧，双脚稍微抬高，严
禁搬动，随时准备开始进行胸外按压
急救。
心跳突然停跳叫心搏骤停或者叫

心脏骤停，那它经过按压、吹气、心肺

复苏这样的手段，是可以有机会把病

人给救回来的。那心脏骤停怎么来判

断呢？这人趴在那儿，我们赶快拍双

肩，大声地呼唤，“喂，你怎么了？”通

过这样的方式看看他有没有意识丧

失，然后把他仰卧在硬平面之后利用

5到 10秒来扫视呼吸，发现胸脯没有

起伏，人无意识了，就立即进行心肺复

苏。

脑卒中的识别与现场急救
中风是脑血管意外（脑卒中）的

症状，当看到有人口眼歪斜、流着口

水、言语不清、肢体不能自如活动时，

大家应该想到他中风了。脑血管意外

分成两种，一种是脑血管破裂出血引

发的“中风”症状；另一种是脑血管被

堵塞（血栓形成或栓子脱落）脑缺血

引发的“中风”症状。尽管它们的症状

很近似，但治疗完全相反。

不少人发现有人情绪紧张，突然

脑袋一下子耷拉在桌上，口眼歪斜流

着口水、鼾声大作并昏迷时，我们切记

上前去摇晃。此时，如果患者坐在桌子

边，应把他坐的椅子往前一推，把患者

挤在桌子和椅子之间。为什么不让患

者躺平呢？因为患者脑出血，躺平后出

血的速度更快，同时脑出血导致颅内

压力越来越大，患者喷射性呕吐时，呕

吐物很容易倒流入气管，导致窒息而

死。

如果患者已经溜到地下了，不能

乱搬动患者。应该给患者摆成一个稳

定的侧卧位。具体的操作方法：展臂、

搭肩、圈腿、翻身。要点是让患者一侧

肢体伸直，另一侧肢体弯曲成 90度。

整体翻身，保护脊柱呈轴线翻转。这样

的体位不压迫心脏和肺脏，随便吐保

证不窒息。在患者呕吐后，清理口腔的

残留物，包括单个活动性假牙，以免在

需要人工呼吸时被吹入气道。此种姿

势 30分钟后，将患者更换另一侧。

另外，提醒大家，必须在第一时间

和 120急救中心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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