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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小区内掉头撞倒行人
保安和居民合力抬车施救

六旬老人
过斑马线被撞
两名辅警
借轮椅迅速送医

热心居民合力抬车救人。
（监控截屏）
本报讯（记者 殷欣欣） 前天晚上 8 点左右，东湖花园
二三期位于长寿南路的东大门发生一起事故，一辆轿车在
大门内掉头拐弯时撞到一名正横穿道路的行人，内侧左前
轮胎从行人左胯碾压至胸部。司机紧急刹车停车后，保安
与周围热心居民合力把车辆抬起，把伤者移出。随后，伤
者被就近送往鄞州二医抢救。
居民杨先生亲眼目睹了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他告
诉记者，当时他从门口小店出来，看到一名 50 多岁的红衣
妇女好像从外面散步回来，从大门南侧店铺一侧进入小
区，正横向从大门内穿行，准备到路对面去。走了没几步，
一辆汽车通过大门北侧入口从外面开进小区，接着在大门
内掉头，结果车头撞上正穿行马路的红衣妇女。
“当时，肇事车辆车速很慢，行人穿行的速度更慢。车
辆乍撞到行人时，行人并没有倒下，而车辆也没有减速。
后来，行人倒下，车辆左前轮从行人的左胯碾到胸部后停
了下来。”杨先生说，肇事司机 60 岁左右，她下车后惊慌地
说刚才没有发现撞到人。
因为旁边就是岗亭，几名保安迅速跑了过来。接着，
热心的居民也围了上来，大家纷纷伸出双手奋力抬车。车
子抬起后，伤者被移了出来，
接着被紧急就近送往医院。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东湖花园
小区东大门，事发现场地面仍有血
迹。
当晚值班的保安说，事发时，他
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接着发现一名
红衣妇女被压在车轮下。
当时几名值班的保安都冲了过
来，
和热心居民一起抬车施救。
记者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事故
具体发生时间为前天晚上 7 点 45
分，
抬车移出伤者过程不到一分钟。
随后，救护车赶到现场，伤者被
抬上救护车，就近送往鄞州二院抢
救。
记者从鄞州二院急诊科了解
到，伤者被送到医院时伤势非常严
重，立即被转往专业科室抢救。据
了解，
伤者情况不容乐观。
此次事故的原因交警部门正在
进行调查。

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员 朱忠义） 昨
天上午 7 点 55 分，在贸城中路鄞州二院北门附
近，一名六旬老人在过斑马线时被一辆私家车
撞倒。这一幕被路过的鄞州钟公庙交警中队辅
警朱清看到，他借来一辆轮椅，与另一名辅警
一起及时将老人送院救治。
所幸，
老人无大碍。
记者了解到，老人姓陈，60 多岁，当时她
是在贸城中路自北往南经过斑马线行至马路
中央时，被一辆由西往东的私家车撞了个正
着，
老人倒地昏迷。
正在这时，鄞州钟公庙交警中队辅警朱清
路过，发现了这个紧急情况。
“ 救人要紧！请让
一让、让一让……”朱清一边劝离无关人员离
开事故现场，一边用对讲机呼叫另一名辅警前
来协助。
之后，朱清飞快地跑进鄞州二院门诊，向
医务人员说明情况，表示想借用一辆轮椅，被
告知需要现金抵押。因他身上没带现金，便把
对讲机押在了医院。
随即，
他和同事马上把老人抬上轮椅，
一路
将其推进急诊室。
经医生初步诊断，
老人右腿轻
微受伤，
其他并无大碍，
目前还在医院进一步观
察治疗中。
肇事司机姓郭，今年 50 岁。事后，民警已
将其有关驾驶证件及肇事车辆予以暂扣。
根据法规，机动车遇有行人正在通过人行
横道时，
未停车让行的，
将给予记 3 分、
罚款 100
元的处罚。
造成事故的，
还将对当事人给予合并
处罚200元。
目前，
该起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科普与健康

今年三伏天从 7 月 17 日至 8 月 25 日
宁波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报联合推出

酷热中我们如何防中暑

今年初伏有 10 天，从 7 月 17 日-7 月 26 日，中伏 20
天，7 月 27 日-8 月 15 日，末伏 10 天，8 月 16 日-8 月 25
日。夏季闷热，这几年的夏季气温更是不断狂飙。在酷热
来临时，我们应当进行科学地保护和预防。
首先我们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如果没有预防措
施，只要在烈日下晒半个小时，就很容易中暑。所以非必
要时候，尽量不要在上午十点后、下午两点前出门。倘若
真的要外出，也请做好防护工作 ，如摄取足够水分、撑遮
阳伞、戴遮阳帽、擦防晒油等等都是不错的方式。
另外要保持均衡的饮食。其中一个预防中暑的好方
法就是补充足够的水份。除了多喝水以外，摄取水份含量
●科普与生活

高的蔬果也是相当重要的。夏季蔬菜中含水量高的有小
黄瓜、绿黄类蔬菜、萝卜类；水果则包括西瓜、水蜜桃、水梨
及番茄等。另外，夏天因流汗量大，钠离子、钾离子、钙离
子等也会有缺乏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抽筋。预防的方法除
了食用番茄、柳橙、牛乳外，
喝运动饮料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要进行充分的休息。夏季昼长夜短，
气温又高，
生
理时钟自然会受影响，
较容易感觉疲劳，
发生类似
“热感冒”
的情况，
而最直接有效的解决方法，
就是充足的睡眠啦！一
般正常的睡眠时间为 6-7 小时，但越晚就寝，睡眠品质就
越不好，所需的睡眠时间自然也会拉长。如果有些人作息
时间较晚，
但还是建议最好能在晚上十二点前就寝比较好。

空调用错一身病 知道这 10 个秘密，电费减半又健康

炎炎夏季，空调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电器之一。可不
少人竟因此惹来一堆毛病，
就是因为不知道这 10 个秘密。
1. 空调 26℃最合适 室内外温差不应太大，一般在
8℃至 10℃左右。夏天高温天气一般在 35℃左右，所以
26℃左右的室内温度是最合适的，
不容易生病。
2. 最好装在 1.7 米处 专家表示，空调装到比头部略高
的位置时，人的身体会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权衡起来，空
调最好安装在 1.7 米左右最合适。
3. 桑拿天多开除湿功能 夏天，把空调模式从“制冷”
调成“除湿”，不仅能让房子如冰箱般凉爽，还可以少花很
多钱，对人体的伤害也能降到最低。
4. 开 3 小时要开窗 很多人不知道，3 小时不开窗换
气，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6 小时内不换空气，空气就严
重污染，污染的程度可能会危害健康。

5. 制冷时，风口朝上 制冷时，最好把空调风向朝上，
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时，则让空调风向朝下，可
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
自然交流。
6. 空调房放盆水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冷空气会导
致泪液蒸发过快，泪液减少。这时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放
盆水，
能有效缓解干眼、皮肤干燥的症状。
7. 空调房里侧着睡 在空调房里睡觉时，不妨改成侧
着身体睡，
避免张口呼吸致使上呼吸道的津液过多散发。
8. 先开空调后关窗 使用空调另一个重要的技巧，就
是进屋后先开空调，
后关窗户。
9. 短暂外出别关空调 如果短时间出去，最好不要关
闭空调，
比如 1 个小时内，
这样开着空调会更省电。
10.进屋后，
别着急开空调 专家建议，
心脏不好的人，
进
屋后别着急开空调，
等身体温度恢复到正常后再打开空调。

●身边的科普
“800 问”
（判断题）铁比铝更容易生锈。这个
说法对吗？
答案：
错
解释：事实上铝比铁还容易生锈，只
不过是铝生锈以后会形成很薄的一层氧
化铝保护层，就不会继续生锈了，看起来
还是漂漂亮亮的，不像铁生了锈那样难
看。
（ 判 断 题 ）广 播 里 经 常 听 到 的
FM93.9、104.7，FM 是 指 无 线 电 波 的 波
长。这个说法对吗？
答案：
错
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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