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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大巴上晕倒忙坏乘客司机
高速开通绿色通道
交警一路护送
春季坐车当心车内外温差，5种疾病患者要格外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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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大巴车上突发疾病 ， 能否得到
及时救援至关重要 。 昨天上午 ，在市交
警支队高速四大队的辖区内发生惊险
一幕 ：一辆由扬州开往绍兴的班车上 ，
一名小伙突然发病晕倒 ，失去知觉 。 幸
运的是 ， 由于 120 急救和高速交警部
门及时介入 ，开通了绿色通道 ，小伙被
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救治 。

小伙大巴上突然晕倒，忙坏了乘客司机

昨天上午 9时许，一辆由扬州发往绍兴
的班车正常出发了，天气晴好阳光明媚，这
一路应该是很顺畅的。可是令大家没想到的
是，车刚刚驶上高速公路不久，就发生了意
外。
“这个小伙子当时坐在我的前面，突然我
就听见有人在喊，等我定睛一看，他已经歪在
坐椅上了。”车上一名乘客回忆。
据大巴车驾驶员介绍，最先发现情况的

是小伙子身边的乘客，有人看见小伙先是抽
搐，然后就歪倒一旁不省人事。身边的乘客随
即惊叫起来，惊动了车上的其他人。
“大家先是想办法掐人中，但是小伙子一
点反应也没有，其他人就喊‘赶快报警’，驾驶
员也紧急停车，把具体地点告诉了交警。”乘
客介绍。
然而，由于小伙处于昏迷状态，车上的乘
客空有好心肠，却只能焦急等待。

火速救援，警车开道将救护车送出高速
市交警支队高速四大队值班室接到了乘
客求助后，值班民警与 120急救车几乎同时
赶到了现场。凑巧的是，就在急救人员刚刚到
场时，小伙又恢复了知觉，但是手脚无力浑身
酸软，甚至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
考虑到情况不明，救援人员判断还是需
要将小伙紧急送医救治。但此时高速上车流

特别
提醒

量不小，为了及时将其送到医院，高速四大队
的民警决定启用绿色通道，由警车在前方开
道，一路将救护车护送下高速公路。
据了解，小伙已经被及时送医救治，由于
他还不能开口说话，加上身上也没有带身份
证，警方一时也无法了解到他的身份。目前，
该事件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春季坐车当心车内外温差
这些疾病患者要格外留意

如今已经进入春季，由于气温变化较大，
呼吸道疾病
也容易导致一些疾病的突然发作。“实际上，
春季乍暖还寒 ，在这种情况下 ，尤其是老
每年春季类似的报警求助都比较多。”警方表
示。那么，在这个季节乘车外出，有哪些疾病 人的呼吸道黏膜很容易受刺激 ， 抵御细菌的
史的人需要特别注意呢？记者就此咨询了警 能力下降 ，因此很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 。 加上
车上环境相对密闭 ，空气污浊 ，也容易诱发哮
方和医生。

过敏性疾病

春暖花开 ， 草木发芽 ， 有过敏体质的人
要特别注意了 。 春天风大 ，空气中浮尘很多 ，
飞扬着柳絮 、 花粉等是容易引起过敏的因
子 ， 再加上过敏性疾病的过敏原非常多 ， 因
此在乘车时需要格外注意 ， 尤其是有过敏性
哮喘的病人 。

10元一次的停车费，却被擅自提
高到 20元；有 15分钟免费停车的优
惠政策，市民却享受不到……记者昨
从市物价部门获悉，2015年一季度我
市价格举报中心共受理各类价格举
报、投诉和咨询 450件，较上季度大幅
上升 79%，主要涉及停车收费、物业收
费、经营服务收费和商品零售业价格
举报等方面，其中停车和物业收费仍
是投诉相对集中领域。

喘等与呼吸道有关的疾病 。

心脏病

由于车厢内外的温差会使人的血管收
缩 ， 血压增高 ， 供血不足 ， 因此尤其是中老年
人容易出现心率失常 、 心绞痛 ， 并最终导致
心肌梗死等严重后果 。 如果坐车时遇到胸部
疼痛 、 憋闷或是莫名的牙痛 、 上肢疼痛 ， 请特
别留意 。

小伙被搀扶下车

癫 痫

“ 这是中枢神经系统常见疾病之一 。 ” 专家介
绍 ， 当癫痫发作时 ， 首先 ， 患者会不由自主咬紧牙
关而伤及舌尖 ， 救护者最好能抓紧时间在病人嘴
唇尚未闭紧之前用毛巾 、口罩 、手绢或纱布折叠成
卷 ，塞入其上下牙齿间 ，预防咬伤 ；其次 ，若患者倒
下时为面部着地 ，应将患者就地翻转 ，防止气道堵
塞 。 做好这些后 ，应第一时间将患者送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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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被送上急救车

心血管疾病

“ 包括温度改变 、 劳累 、 情绪变化等都可能
使血管突然收缩 ，导致供血不足 ，大脑出现缺氧
状况 ， 发生脑出血或脑栓塞 ， 也就是俗称的中
风 。 ”专家提醒 ，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坐车前一
定要备好急救药物 ，且最好有家人陪护 。
通讯员 周永飚 记者 刘宁

微博感谢热心人雨中相助

昨日，市民 @铭记在露心发微博称，她
被一位热心助人的扬州男士感动了，希望能
够跟他说声感谢。
记者随后联系到这位博主，对方称她是
扬州本地人，清明期间陪同淮安的亲戚在扬
州游玩。谁知清明节当天下起了雨，他们被
困在宋夹城无法抽身。“当时雨下个不停，拦
了半小时也没拦到出租车，公交车上人满为
患，根本挤不进去。”为此，她和亲戚几人被
困了近 2个小时，而她的车却停在大明寺
附近。此时，距离亲戚乘车回淮安已经剩下
不多时间了。
她试图用各种打车软件来打车，可是都
没能打到车。就在她很苦恼的时候，一名 30
多岁的年轻男子看到她的窘态，主动提出免
费送他们去大明寺。

“没事，我送你们吧，不收钱。”这位男子
称，他当时刚送完外地亲戚，正好路过此处。
这位发帖人面对这样的雪中送炭，真是感激
不尽。随后他们便上了车，顺利地到大明寺
附近的停车场取了车。随后，这位好心车主
悄悄地离开了。“亲戚当天没有错过回去的
班车，真的很感动。”因为赶时间，当时他们
除了匆匆感谢外，并没有记住太多好心车主
的其他特征。
这位发帖人介绍，清明节已经过去好几
天了，看到当时拍的一些照片才突然记起这
件令人感动的事情。“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
这样的事情却温暖了好几个人的心，亲戚当
天回到家也对这个好心车主称赞不绝。”发
帖人表示，希望能够借本报这个平台向那位
记者 陆康洁
好心人说声感谢。

物价部门发布一季度消费警示
市区不少停车场15分钟内免费

关键词 停车费
停车交费时要“三看”

这些停车场 15分钟以内免费

据查市区望月路、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处门前、国庆路菜根香饭店门
口、润扬商业广场、跃进桥“壹位广
场”、“宋城名都”、南通路“1912街
区”、运河西路“先锋广场”、琼花观等
停车场不执行 15分钟以内免费停车
规定。
物价部门敦促停车场经营者和
收费员，要严格执行《扬州市市区车
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按公示的价格收费，切实尊重消
费者 15分钟的免费停车权利。计次

停车场要做好车辆停入时间的记录，
如果有消费者举报其不执行 15分钟
免费规定，且收费人员不能提供车辆
出入时间记录的，将按违反价格政策
的行为处理。
物价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如
遇到超标准收费或不执行 15分钟免
费停车规定的行为，可记下收费员证
件号码，向物价部门举报。物价部门将
密切配合公安部门做好临时停车场收
费行为的监督和管理，通过明确收费
主体，来保证停车收费合理有序。

目前，我市已进入旅游旺季，大 湖南门西侧白塔路、念四桥路西段
量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纷纷选择驾 等路段。擅自收费人员主要有景区
车到景点游玩。为解决停车难的问 周边村民和居民外来闲散人员、附
题，交警部门允许车辆在景区附近道 近单位保安以及景点附近揽客的三
路两侧临时停放，这给一些人员尤其 轮车夫等。
是少数中老年无业人员、社会闲杂人
物价部门提醒：广大车主及司
员提供了敛财之机，违法向道路两侧 机，在停车交费时要注意“三看”，一
或临时停车点停放的机动车车主收 看收费人员是否佩戴收费员证及身
取停车费，且收费普遍高于市物价局 穿收费背心，二看是否提供合法收费
制定的标准。
票据，三看停车场周边有无收费公示
据了解，这一现象已存在多年， 牌并按照标准收费。如果不满足上述
呈现出多发性、公开化趋势，游客投 三项要求，广大车主及司机可拒绝付
关键词 物业收费
诉不断，对扬州城市旅游环境与形象 费；如果遇到停车收费纠纷，可拨打
造成了不良影响。
12358价格举报热线；如果在临时停
小区地下车位费分两种
上述问题主要出现在大虹桥路、 车点停车遇到非法收费，可拨打 110
物价部门提示：小区地下车位费 下都有车位的，则地上车位服务费标
泰州路东关古渡附近、盐阜东路、茱 报警，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取缔并实
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物业公司收 准不得超过 120元 / 月，地下不得超
萸湾风景区南门、观音山脚下、瘦西 施处罚。
取的车位服务费，应执行《扬州市物 过 70元 / 月。
价局关于调整市区住宅小区机动车
另一部分是由车位产权人收取
两处超额收费被查处
停车服务费标准的通知》规定的指导 的租赁费。产权如不属于车位使用人
汶河北路靠近广陵区地税局路 提高标准，收取 10元 / 次停车费。
价标准，即：只有地下车位没有地上 的，产权人可向租用人另行收取租赁
段停车场，收费员擅自提高标准，收取
目前，物价部门已对该停车场的 车位的小区，车位服务费可按照不超 费，具体标准暂由产权人与使用人协
20元 / 次停车费；四望亭路有人擅自 行为进行了查处。
过 90元 / 月的标准收取；如地上、地 商确定。

装潢垃圾清运
费有标准

物价部门提示：根据《关于公
布扬州市区物业服务等级标准和
普通住宅物业公共服务收费指导
价及相关收费标准的通知》，物业
服务企业在新房住户办理入住手
续或重新装潢时，收取装潢垃圾清
运处理费，其标准为：100平方米
以内（含 100平方米） 每户收取
300元；100平方米以上（楼中楼
计算面积）每户收取 350元；非住
宅按 3元 / 平方米标准收取。“装
潢垃圾清运费”是物业公司代收之
后交环卫部门，用于一般装修垃圾
的清运。
环卫部门收取装修垃圾清运费
后，有义务对一般装修垃圾及时清
运。因业主过度装修，拆除墙体产生
的大量建筑垃圾，环卫部门会根据
垃圾量的多少要求另行支付清运
费。因业主个人原因造成他人工作
量猛增，适当支付报酬是公平的。物
业公司仅是代收代交，不存在重复
收费。
通讯员 扬价举 记者 陈高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