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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晓宏

本报讯 “我的血液在另
一个人身体内正常流动，小举
动，大作用。”刚从哈尔滨回到诸
暨的何陈军在微信朋友圈发了
一句话后，他献血救人的事迹才
传开。原来，幸有他的热血相
助，一名七旬老人才转危为安。

1979 年出生的何陈军，
是诸暨市山下湖镇枫江村桥
南自然村人。早在2003年，
他就前往哈尔滨做生意。平
日里，何陈军喜欢游泳，如今
是哈尔滨冬泳协会副会长。

“我们协会老教练张复民

的老伴手术急需用血，哪位身
体好？请及时支援。”今年1
月1日傍晚，在冬泳会员微信
群里，何陈军看到会长张友庆
发出一条紧急求助的信息。

“需要的话，我可以献血，
队长。”虽然以前从来没有献
过血，但身体一向很好的何陈
军信心满满，他在群里及时回
复道。随后，他跟张复民联系
上，双方约定在哈尔滨中央大
街的献血房车碰头。

经现场检验，何陈军符合
献血要求。他毫不犹豫直接献
了400毫升。“谢谢你解了我们
的燃眉之急，这是我的一点心

意。”献完血，张复民掏出一个装
有1500元现金的信封，塞给何
陈军。“要是为了钱，我就不会过
来献血了。”何陈军当场拒绝。

春节临近，何陈军返回诸
暨过年，但他一直惦记着张复
民老伴的身体状况，老人家70
多岁了，身体不知怎样了？“谢
谢你的热血相助，终生难忘。
我老伴脱离生命危险，身体正
在好转。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昨天，他又一次联系上张复民，
得到其老伴身体好转的消息
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我身体素质好，有机会
献血帮助他人，我十分乐意。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献血，也算
是给新年留下一份珍贵的礼
物吧。”何陈军说。

其实，何陈军还是哈尔滨
诸暨商会会长，创业之余，他
还在哈尔滨和诸暨两地积极
投身公益活动。疫情期间，他
多次捐款捐物，给哈尔滨多个
单位捐赠口罩，给诸暨老家捐
赠防护服。逢年过节，他采购
礼物、准备红包，经常看望困
难群众。这几天，何陈军又在
采购物资，打算送给村里的困
难户，让他们过个祥和年。

（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七旬老太生命垂危
诸暨小哥热血相助

他在哈尔滨和诸暨两地热心做公益已有多年

记者 俞颖颖 通讯员 周赛儿

本报讯 春节临近，一些
人开始利用微信朋友圈卖起
了烟花爆竹，这种看似方便的
销售方式其实已经涉嫌违
法。1月12日，新昌县公安局
羽林派出所在一个车库里查
获了价值上万元的烟花爆竹，
在微信朋友圈卖烟花的刘某
也受到了处罚。

民警蒋凯欣表示，他们在

走访中发现，新昌县江滨路一
家服装店的老板刘某疑似存在
违法售卖烟花爆竹的行为。在
刘某的车库里，警方发现一大
批来路不明的烟花爆竹。

据刘某交代，快过年了，
有许多人想买些烟花爆竹来
玩，她便想到了这条“财路”。
于是，她分多次从天台购入烟
花爆竹，平时在朋友圈发布广
告，加价进行售卖。

根据我国《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售卖烟
花爆竹必须办理烟花爆竹经
营（零售）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此外，从事烟花爆竹销售的企
业和零售经营者的经营布点，
应当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审批。

目前，刘某已因涉嫌私自
储存危险物质被依法处以行
政拘留2天的处罚。查获的
烟花爆竹也将由警方进行统
一销毁。

本报讯 “没想到会以这
种方式来绍兴，这座城市太温
暖了！”昨天，来自广西的安女
士将两面锦旗送到了绍兴市人
民医院。安女士感谢、医务人
员在她丈夫突发心梗、身边无
人、口袋无钱的情况下，毫不犹
豫为其进行手术。

前天，记者在该院心内科
病房，见到安女士的丈夫叶先
生。安女士告诉记者，夫妻俩
都是广西人，丈夫今年47岁，
是一名长途大货车司机，她则
一直在温州工作。1月10日

下午，叶先生独自开着大货车
从杭州前往宁波，当天下午5
点多，他感觉胸口阵阵绞痛。

“在绍兴服务区，我吃完晚
饭、稍作休息，感觉胸口还是持
续很痛。到了晚上8点多，我
感觉撑不下去了，就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叶先生说。

“120急救人员接到患者
时，考虑其为急性心肌梗死，于
是迅速联系院内为其开通绿色
通道。”据当天该院心内科值班
医生叶春姬介绍，刚到急诊室，
患者就晕厥了。于是，急诊室

医务人员马上为叶先生做电击
除颤和心肺复苏，同时根据胸
痛诊疗处置流程，立即为他抽
血、做心电图。

很快，心电图报告出来了，
患者被诊断为急性广泛前壁、
高侧壁的心肌梗死，就是俗称
的猝死，病情很危重。与此同
时，在家中已被紧急召回的该
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鲁勇和孙
勇，做好为叶先生做急诊冠状
动脉介入手术的准备。

然而，患者身边没有家
属。叶春姬一边联系该院业务
总值班、行政总值班签字，一边
通过电话与家属沟通了病情。

“医生告诉我情况很危急，
手术很必要。当时老公身上没
带一分钱，医院却表示救人第
一，让我很感动。”安女士说。

当晚11点 20分，叶先生
被送进介入治疗室。抢救团队
立即对叶先生实施手术。一个
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叶先生
成功脱离“鬼门关”。由于抢救
及时，目前叶先生恢复得不错。

“发生心肌梗死有时并无
明显诱因，但发病前大多出现
心绞痛、胸闷、气促等前兆。
心梗发作时，也可能发现胸骨
后或心前区压榨样或紧缩样
剧烈疼痛，或胸部感到憋、闷、

堵、胀，或伴有烦躁不安、面色
苍白，甚至发生低血压性休克
或心力衰竭。”鲁勇提醒，心肌
梗死发生时若能及时积极治
疗，就能避免发生严重并发
症，并可降低死亡率。此时，
不要乘坐交通工具自行前往，
最好的方法是拨打 120急救
电话。

前几天，安女士还在抖音
平台上发布感谢视频。“我们夫
妻俩都是普通人，绍兴的医务
人员与我们非亲非故，但都那
么好，绍兴真的太温暖了。”说
话中，安女士不禁激动得流下
眼泪。

记者 殷俊

本报讯 去年，绍兴
多家电影城受疫情等影响
关停。近日记者了解到，
去年7月关停的袍江世纪
电影城已于1月6日复业，
而去年 5月 1日关停的绍
兴咸亨国际影城将于大年
初一重新为市民提供观影
服务。

据了解，两家影城均换
了经营方。“春节期间，大家
有比较旺盛的观影需求，影
片《流浪地球2》《满江红》
《熊出没》《交换人生》等均
排片上映。”咸亨影城相关
负责人表示，近日正在紧锣
密鼓地作重开准备，维修检
查设备，并对影院各个区域
进行清洁消毒。1月15日，

影城已在猫眼、淘票票进行
线上售票。

“这个时候‘接盘’咸亨
影城，等于是抄底了。”从事
商业投资工作的王先生表
示，咸亨影城重新营业，让
住在周边的居民看电影更
方便了。

“现在袍江、镜湖一带
到世纪街来看电影的人不
少，而且对于居住在袍江的
人来说，看电影已有多家影
院可以选择，还是比较方便
的。”居住在袍江的吕先生
表示，袍江和镜湖一带的居
住人口一直在增加，到世纪
街来消费的人也越来越
多。电影院现在“复业”是
不错的商机，人们的观影需
求将在今年春节得到有效
释放。

外地司机在高速上突发心梗，急救车及时赶到送医

身边无人，口袋无钱，怎么办？
绍兴医生：救人第一！

两家关停的影院“复业”
双双换了“新东家”

这女子好大胆

车库当仓库，在朋友圈卖烟花爆竹

谢兴财 陈嘉栋 陆霞

本报讯 1月13日，绍
兴市消防救援支队在越城
区镜湖消防救援站举行新
闻通气会暨阿龙党代表工
作室、消防宣传驿站揭牌仪
式，政委余才福、支队长邸
彦林为阿龙党代表工作室、
消防宣传驿站揭牌，标志着
镜湖这一“网红消防站”又
添服务宣传新窗口。

阿龙党代表工作室、消
防宣传驿站，以绍兴市消防
救援支队北海特勤站消防
员余昌龙的昵称命名。入
队24年的“阿龙”，在全市
乃至全省、全国消防救援队
伍中都小有名气，先后5次
荣立个人三等功，数十次获
得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消防
员等先进个人荣誉，是支队
指战员认可的典型，还被大
家推选为绍兴市第九届党

代表。
阿龙党代表工作室的

工作内容包括宣传党的政
策，不定期走访党员与群
众、收集社情民意，开展调
研、咨询等活动。阿龙消防
宣传驿站将着力构建“363”
工作品牌，即三个目标：讲好
消防故事、传播消防知识、
提升消防形象；六项服务：
消防安全培训“宣讲员”、消
防疏散演练“指导员”、消防
综合治理“提升员”、消防主
题婚礼“联络员”、消防安全
校园“副校长”、消防流动宣
传“轻骑兵”；三大成效：通过
社会化宣传，让全民消防知晓
率更高；通过贴心化服务，让
人民群众满意度更好；通过条
块化推进，让火焰蓝队伍形象
更佳。

阿龙党代表工作室、消防宣传驿站揭牌

“网红消防站”又添新窗口

何陈军何陈军（（右右））在哈尔滨在哈尔滨

记者 潘秀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