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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
员 张基隆） 医院急诊科是治病
救人的地方。近日，有醉汉陪亲属
就诊时在急诊室里寻衅滋事，不但
砸坏急诊室的门和物品，还吓晕了
一位正在抢救室的老人。最后，这
个醉汉被警方处以5天的行政拘留。

3天前的早上5点，120救护车
把一个额头部外伤的患者送到鄞州
人民医院急诊科。陪同患者一起到
医院的，还有两位男性亲属，操外地
口音，三个人都满身酒气。

当时鄞州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抢
救室床位全满，医护人员建议家属
一起把患者安置在临时床位上，家
属立刻开始发飙。“他们一直骂骂咧
咧，把抢救室的门都踢坏了，护士的
操作车也被弄翻。”鄞州人民医院急
诊科护士长告诉记者，急诊科内科
医生对患者进行检查后发现，患者
只是喝酒后摔伤导致的头部皮外
伤，于是请来外科医生对其进行救
治。

“这位患者的家属一路开骂，见
到我直接对着胸口打了一拳。”当天
的急诊科值班医生郝医生告诉记
者，外科医生在给患者进行缝合的
时候，因为患者本身酒后不配合，家
属嫌缝合速度太慢，把当班的急诊
外科医生也打了。

在醉汉大闹急诊科的过程中，
一位正在抢救室救治的心脏病老人
因为受到惊吓，晕了过去。眼看医
生的救治行为已经进行不下去，其
他患者也受到了干扰，医护人员打
110请来了警察。

百丈派出所的民警及时赶到，
带走了带头闹事的醉汉。记者昨日
从百丈派出所了解到，带头闹事的
醉汉因寻衅滋事被处以5日的行政
拘留。医院方面表示，接下来还将
向闹事者追究经济赔偿。

宁波启点心理中心主任高
明霞分析说，孩子的成长过程，
就是不断学习，不断调整言行的
过程，所以，很多家长免不了会
对孩子的不当言行提出意见或
给予批评。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的
确过于苛刻，经常有打骂孩子的
行为，那么家长应该好好反思，
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并且要努
力学会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等科
学的教育方法；可能一次两次不
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几次下
来，孩子会不断积压内心不满，
可能也会出现过激行为来释放
负性情绪，或渐渐演变成亲子关
系紧张的局面，一句批评就像压
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总之，在家庭教育中，家长
要注重建设良好的亲子关系，特
别是对青春期孩子，平时多给予
尊重和理解，如果发现孩子有错
误，要用些智慧，讲究方法，适度
的指出和批评。 记者 殷欣欣

醉汉
大闹医院急诊科
被行政拘留5天

离家6天，宁海13岁男孩终于被找回
见到家人，他哭得伤心：“这段时间特别想家”
离家6天后，13岁男孩小田终于回家了。2月26日早上7点多，他

离开宁海深甽的家，徒步走到了奉化。在家人和警方的多方寻找下，小
田终于在昨天回家。见到家人时，小田哭得非常伤心，说在外这段时间
特别想家，但因为害怕挨打挨骂只好一直向前，不敢回家。

小田今年13岁，老家在贵州，
随父母暂住在宁海深甽镇上湖
村。小田离家出走后，家人、警方
以及当地民间公益组织都参与寻
找。

起初，警方查看监控后发现，
孩子往新昌方向走去，于是大家往
新昌一带寻找，但一直没有任何进
展。前天晚上，警方通过监控，发
现小田出现在奉化溪口，还骑了辆
自行车，27日上午10点多又到了
奉化岳林街道。警方随即将寻找

范围锁定为岳林街道一带。
昨天上午，小田的家人和警方

在奉化终于通过一个好心人找到
了小田。小田父亲田先生说：“当
时我们在奉化明化村旁的公路边
张贴寻人启事，一个过路人看到后
说，好像看到过这个孩子。我赶紧
拿出彩色照片给他看，他看过后往
旁边走去，隔了几分钟，就给我打
电话说孩子在那边。”田先生说，他
过去时，看到那位好心人已经把小
田领了出来。

小田一见到父母就哭了。田先
生和妻子见到孩子的那一刻，几天
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没有
责怪孩子，只有心疼。”田先生说。

找到孩子后，田先生第一时间
通知正在附近搜寻的民警。昨天中
午，田先生一家人回到宁海，小田配
合民警到深甽派出所做了笔录。

小田为何会突然离家出走？据
小田本人讲，事发当天上午，妈妈让
他烧午饭，他出去玩太久来不及烧，
担心回家被骂，就拎着个袋子离家
了。

小田妈妈平时对他特别严格，
小田离家出走前的那个晚上，还因
为吃鸡爪没给哥哥留，刚刚挨过妈
妈的骂。

小田离家的五夜六天是怎么过
的？根据监控显示，孩子早晨7点多
从深甽镇上湖村离家，先是坐公交
车，接着步行。当天早晨9点左右，
出现在宁海马岙村至绍兴新昌县巧

英乡的公路上，往新昌方向走去。
田先生说，“当天9点多，一辆农

用车拉着孩子出现在公路上。”大家
原本以为孩子去了新昌之后，很可
能会赶往嵊州，没想到27日早上，他
出现在奉化溪口，还骑了辆自行车，
上午10点多又到了奉化岳林街道。

小田离家时的袋子里有一本字
典、一把雨伞，还带了一百元钱。他
说，他想去新昌找工作，中途还拦了
一辆农用车乘坐。因为年龄小，工作
没找到，他又徒步往奉化走，因为他
之前听说奉化的贵州老乡比较多。

他前两晚上睡凉亭。到达奉化
岳林街道后，他自称16岁，找了份
包吃包住的临时工作，想赚到钱后，
回贵州老家看奶奶。

小田妈妈经过这件事后，也反
思自己平时太严厉了。“我也有做得
不对的地方，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
孩子有时候不听话，我就骂他几句，
可能让他怕我。”

对青春期孩子
要多给予尊重和理解

过路人认出了孩子

在外时睡了两晚凉亭

心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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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坐在农用车上被监控
视频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