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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摔得满脸是血
热心市民上前救助
老人家属：真心感谢大家
本报讯（首席记者高磊盈 见习记者李
杉） 13 日上午， 81 岁的老吴在黑山农贸市
场附近的人行道上行走时不小心摔了一跤，结
果满脸是血难以起身。事发后，多位热心市民
上前救助，老人得以迅速转移到医院检查，所
幸并无大碍。老吴的女儿得知消息后表示：桂
林市民好热心，真心感谢大家。
13 日下午，记者来到黑山农贸市场，在
市场旁的人行道上，还遗留有少许血迹。
目击者许先生告诉记者，当天早上 9 点
左右，他途经黑山农贸市场旁边，看到一位带
着两个孩子的女子正蹲在人行道上，用手扶着
一位坐在地上、满脸是血的老人，旁边一位男
子正着急地联系救护车。
“我问了问，他们不认识老人家，但看到
他摔倒后就马上上前帮忙了。”许先生说，他
觉得这一幕很暖心，就拍了几张照片记录下
来。
记者在许先生提供的照片上看到，一位戴
着草帽的老人蹲坐在地上，身后一位年轻女子
搀扶着他，一位绿色衬衣的男子正拨打电话。
记者在市场内一名店铺老板的带领下，见
到了许先生照片中的绿衣男子。他姓鲁，是附
近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鲁先生说，
当天上午老人突然摔跤，磕破了嘴唇和额头，
流了很多血，还把一旁的几辆电动车都带倒
了。
“我当时不知道他伤情，不敢轻易动他，
只能让同事拿一些纸巾来，先给老人止血。”
鲁先生说，他们一边帮老人止血，一边联系急
救人员。
这时，一个带着两名男童的年轻妈妈正好
骑电动车路过此处。“她看到老人受伤后，马
上停好电动车，蹲在老人旁边扶着。”鲁先生
说，之后他拨通了急救电话，附近医院救护车
来到现场，为老人初步检查伤势之后，用担架
将老人抬上救护车离开了。
13 日晚上，记者联系上了老人的女儿吴
女士。她说，他们一家都是柳州人，父亲喜欢
桂林山水，退休后就来到桂林跟随她弟弟生
活。最近几天，弟弟一家刚好外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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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在国道上晕倒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他“消失”了

耐心寻找后
民警把他送回家

鲁先生（绿衣男子）和年轻女子携手救助
老人。（市民许先生供图）
“父亲 81 岁了，眼睛受过伤，天气那么
热，要没人帮他，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吴女士说，她刚刚从柳州赶到桂林。幸运的
是，经过医生检查，父亲并无大碍，回家好好
休息就可以了。
“桂林人真的很热心。”吴女士说，她已
打电话谢过鲁先生，但带孩子的热心女子还没
有找到，希望能借晚报找一下对方，好当面真
（许先生 报料奖 80 元）
诚致谢。

本报讯（通讯员蒋琦
莉 记者秦丽云） 8 月
12 日凌晨，国道 322 线
兴安县光华铺路段发生惊
险一幕：一男子倒在路面
中间一动不动，车来车往
极易发生二次事故。然
而，当民警接警赶到现场
时，却不见报警人所说的
倒地男子及交通事故现
场。值班民警仔细排查
后，发现事故当事人恢复
意识后已自行继续赶路。
之后，民警护送该男子安
全回家。
“我在国道 322 线光
华铺看到一个男的倒在路
中间一动不动，旁边还有
一辆摩托车，不知道是什
么情况，你们来看看
吧。” 8 月 12 日零时 23
分，兴安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接到这样一个报警电
话。
执勤民警迅速赶往现
场。奇怪的是，当民警赶
到报警人告知的位置时，
却没有发现倒地男子和车
辆的踪影，现场也未存在
任何血迹。因光华铺路段
光线昏暗，民警推测可能
报警人说的位置不够准
确，便沿着国道 322 线
兴安往全州方向寻找，但
一直未发现报警人说的现
场。
人究竟去哪了？国道
上车流量大，如果像报警
人所说，那么倒地男子随
时都可能存在生命危险。
为尽快找到倒地男子，民
警与闻讯而来的医护人员
会合后，马不停蹄地开始
了第二轮的寻找。

拍卖公告

“应急救护进校园”
13 日下午，桂林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来到桂电中学，给正在军训的高一新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应急救护安全培训课，详细地讲解了溺水急救、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等知识与方法。这是市红十字
会、市教育局共同举办的“应急救护进校园”培训活动之一，活动在暑期走进全市二十多所中学，培
训对象为高一新生。图为学生们学习心肺复苏术。
记者莫俊 摄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上午 10 ： 00 在
本公司拍卖厅依法按现状公开
拍卖桂 CDV903 宝马 X6 原装
进口小型越野车一辆，该车排
量 2979ml ， 2012 年 10 月上
牌，参考价为 22 . 14 万元，参
拍保证金 5 万元。
有意者请与本公司联系咨
询、看样，参拍者请将竞买保
证金转至我公司指定账户，保
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22 日下午 16 ： 00 ，以款
到为准。
联系地址：桂林市信义路
5 号 1-2 楼
联系电话：0773-2817733
13307738788
网址：www.gxszgp.com
微信公众号： gxszgp
广西三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5 日

功夫不负有心人。零
时 58 分许，民警在距离
报警人所说的地点 200 多
米外一家食品厂门口，发
现一男子正推着一辆摩托
车缓慢行走。民警上前询
问确认，该男子就是之前
倒在光华铺的唐先生。唐
先生意识还算清楚，他告
诉民警，自己是全州人，
之前准备骑摩托车从兴安
回全州，却不想半路过于
疲惫突然头晕，操作失误
连人带车摔倒在地，自己
当场晕了过去。恢复意识
后，因不知道有人报警，
他便自行强撑着推车继续
赶路。这导致民警赶到现
场后找不到人了。
询问过程中，民警见
唐先生脸色有些苍白，便
让同行的医护人员为他检
查。幸运的是，经医护人
员检查，唐先生除了轻微
表皮擦伤和低血糖，并无
大碍。随后，唐先生由医
护人员处理完伤口，表示
感谢后打算离开。考虑到
唐先生的摩托车损坏严
重，他回家的路途遥远，
而且时间又是凌晨，民警
决定用警车送他回家。 12
日 1 时 40 分许，在民警
的护送下，唐先生安全回
到家中。
交警温馨提示，近期
天气炎热，长时间驾车易
疲劳，操作失误风险加
大，出行前应保证充足睡
眠，注意劳逸结合，尽量
避开午后和夜间行车。困
倦或身体不适时应该及时
停车，充分休息后再出
发。

交房通知

汇荣·桂林桂林天玺22#已
达到合同约定的交房条件，我
司定于2019年8月30日正式
办理交房手续(
集请业主本人携
中交房时间为
9:00-17:00)
。
带有效身份证件、购房合同、
发票、桂林银行卡及交房时应
付的费用、款项等，到天玺1#
一楼物业服务中心办理房屋交
接手续。具体注意事项，详见
《入伙通知书》。
逾期未办理的，将按合同
的有关约定执行。
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
特此通知。
详询：3686999/888
尊敬的业主：

桂林汇荣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