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晚 9时许袁 在吴老先生的情况稳
定后袁 温女士来到赵雪萍等女生居住的
宿舍致谢遥推开门袁白发苍苍的温女士忍
不住抱着赵雪萍不断说院野谢谢你们袁真
是谢谢你们了浴 太谢谢了浴 冶

野他一下子就被电打了袁 倒在床上
了遥真是吓到我了袁我心跳都乱了遥冶温女
士称袁当时袁吴老先生在修理风扇袁不小
心触电就躺在床上了遥 野幸好是躺在床

上袁躺在地上可能更麻烦遥 冶温女士说袁去
急救科之后袁就进行吸氧袁此后一直在打
点滴进行观察遥
当天晚上袁 吴老先生的儿媳妇吴女

士在病床旁边值守遥 吴女士介绍袁老人已
经脱离危险袁目前只需观察遥 说起当天吴
老先生的事袁 吴女士哽咽着说院野真是感
谢这些小姑娘袁不然袁我爸爸可能今天就
没了浴 冶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袁 赵雪萍说院野我
当时也没多想袁就只救人遥 我就是个平凡
的人袁 以后遇到这种事袁 我还是会这么
做袁因为时间就是生命袁如果能做的我一
定会去做遥 冶
海南医学院负责应急救护培训的王

长福老师表示袁 在此次吴老先生的意外
发生时袁赵雪萍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袁对
救护时间的把握也很到位遥

老人家属：感谢两位小姑娘

赵雪萍是海南医学院临床医学院专
业大学五年级的学生遥 9月 19日中午袁在
海南省人民医院宿舍实习的赵雪萍正在
宿舍看书袁 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呼救院野救
命啊浴 救命啊浴 冶赵雪萍的室友李嫣晓赶
紧放下书跑到门外一看袁 是对面的邻居
家的奶奶在喊院野快来人浴 救命浴 冶赵雪萍

赶紧放下书袁跑到对面进屋查看情况遥
野我当时评估了他的情况袁颈动脉搏

动消失了袁心跳停止了袁呼吸也停止了遥 冶
赵雪萍回忆袁当时的情况下袁当事人已经
丧失意识遥

在千钧一发之际袁 这群来自海南医
学院的实习生开始与时间赛跑遥 李嫣晓

拿起电话拨打 120袁赵雪萍开始给老人做
心肺复苏遥

与此同时袁吴老先生的老伴温女士袁
在赵雪萍的指挥下袁 开始给吴老先生做
人工呼吸遥 10分钟后袁救护车赶到袁老人
被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抢救遥 当天下午 3
时袁老人恢复意识袁并能进行正常交流遥

狂飙+闯红灯，海口街头演“速度与激情”
秀英警方抓获两名野黑车冶司机

17 日袁 海口公安局秀英分局
汽车西站交通整治组接到线索称袁
目前正有一辆野黑车冶在汽车西站
斜对面的金银小区路边接客遥秀英
分局汽车西站交通整治组负责人
黄庆武立即带领执法人员赶赴举
报地点遥 抵达现场后袁执法人员发
现了该嫌疑车辆袁四名乘客刚刚上
车袁车辆准备驶离现场遥 没有合适
的抓捕条件袁执法人员选择驾车进
行跟踪袁在途中择机进行抓捕遥

该车辆驶上快速路袁并一路向
西行驶袁执法人员在长彤路匝道口
前发现该车辆准备下快速路袁便协
调交警部门对此处下快速路后第

一个交叉路口的红绿灯进行管控遥
由于红绿灯的突然变换引起司

机的警觉袁选择冒险闯过红灯袁左拐
沿长彤路朝南驶去遥
在协调交警部门提前将长彤路

与南海大道交叉口往南方向的红绿
灯管控住后袁执法人员在长彤路与
南海大道交叉口处截住该车辆遥

该司机为逃避处罚袁 始终紧锁
车门车窗拒绝下车袁 甚至尝试挪动
车辆企图顶开执法车辆找到空隙逃
跑遥 在与执法人员现场对峙了约 10
分钟后袁最终熄火下车接受调查遥

18日袁 秀英警方又抓获一名
野黑车冶司机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
端记者 徐明锋 杨燕 摄影报道冤 9月
19日上午 9点多袁海口市南海大道上
的秀英高铁站附近袁一辆豫牌货车车
上货物着火袁消防官兵及时赶到现场
进行灭火袁未造成人员伤亡遥

19日 12时左右袁 海口市民拨打
国际旅游岛商报新闻热线称袁 在海口
南海大道上有货车着火袁 消防队员正
在灭火袁并发来消防队员灭火的视频遥
商报记者接报后袁 立刻赶往现场袁12
时 30分在秀英高铁站附近袁看到一辆
豫牌重型货车停靠在路边袁 正是市民
所说的货物着火的车辆遥
记者注意到袁 车上着火部分为放

置在车厢左边的小部分货物袁 货物标
识上写着野海南汽车有限公司袁产品名
称为海马 S3 辕 S7前右减震器总成袁生
产日期是 2018年 9月 12日冶的字样遥

记者在现场也见到了货车司机袁
他正在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过来办理
理赔事项遥野我们是 17日从河南出发袁
运输货物来海南袁不料 19日上午 9时
左右袁经过海口市南海大道时袁发现车
上的货物着火袁便赶紧拨打 119袁消防
队员很快赶过来灭火袁 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遥 冶司机说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华姗冤 中秋佳节
即将来临袁9月 19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
报记者从陵水食药局获悉袁近日袁该局
在全县组织开展了中秋节前月饼市场
专项检查袁确保广大消费者吃上合格尧
放心的月饼遥
据了解袁该局一是对县内 12家月

饼生产企业所生产月饼进行提前抽样
送检工作遥执法人员严格对照叶食品生
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曳袁逐一开
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袁 并抽样了
12批次月饼进行送检遥

海口南海大道
货车突然着火

陵水组织开展
月饼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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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8日袁位于金宇东路金宇
大厦啊尾美食园一楼的天尚贡皇-
海南黄花梨茶海口旗舰店正式开
业遥 海南黄花梨茶凭借着自身珍贵
稀缺尧天然健康的特质袁从形形色色
的礼品市场中脱颖而出袁 逐渐成为
礼品市场新风尚尧茶界新宠遥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袁 茶叶都是

生长在茶树上的袁 但在天尚贡皇-
海南黄花梨茶海口旗舰店里袁 一种
生长在名树上的野神秘茶冶要要要海南
黄花梨茶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遥 海
南黄花梨茶的片片原叶来自海南儋
州的黄花梨木上袁 海南儋州具有独
特优越的地理环境袁面朝大海袁土壤
肥沃袁 为黄花梨原生态生长提供了

的条件袁 也承继了海南黄花树的独
特降香袁 有股海苔和棕榈的混合味
道袁汤色橙润透亮袁口感顺滑甘醇袁
降香韵味悠长袁回甘生津持久袁口腔
喉咙醇香湿润遥
天尚贡皇海南黄花梨茶袁 经过

多年潜心研究而成遥 其原料采用我
国五大名木之首要要要海南黄花梨树
的嫩芽袁 通过传统手工红茶工艺烹
制而成遥在制作工艺上袁天尚贡皇海
南黄花梨茶采用传统的手工制茶工
艺袁 四道初制工序外加十六道精制
工序袁道道工序复杂尧讲究袁技术性
极强遥 海南黄花梨茶经过了中国科
学院以及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
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的检测袁 质量

有保证遥 海南黄花梨树上的天尚贡
皇海南黄花梨茶袁 由于海南特殊的
气候原因袁部分春秋茶袁只有每年的
4月尧7月可以采摘袁 且选用 5年以
上的黄花梨树袁60000 片嫩芽才产
一斤茶遥目前袁天尚贡皇海南黄花梨
茶是市面上少有的黄花梨茶遥 为了
确保黄花梨茶的品质袁 从源头到生
产过程袁 天尚贡皇都进行了严格把
关遥珍贵稀缺的独特气质袁极高的药
用价值袁加上高端大气的包装设计袁
使天尚贡皇成为了茶中佳品袁 也成
为了成功人士的新选择尧 礼品市场
的新风尚遥
据海南天希茶业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袁 海南黄花梨茶是由天

尚贡皇率先开发的茶品袁 生产基地
位于海南儋州袁公司通过 3650天在
儋州培育了 100万株黄花梨树袁可
谓是野匠心持以恒袁十年育一林冶袁如
此精造而成的海南黄花梨茶袁 其投
放定位在于礼品市场遥
据了解袁 国内红茶品牌天尚贡

皇-海南黄花梨茶日前与各电视频
道达成国家品牌计划战略合作袁并
成功举行了签约仪式遥2018年年度
第一次投放为期三个月遥借助与电
视频道的签约合作袁 将进一步提
升天尚贡皇品牌的形象和知名
度袁让海南黄花梨茶进入大战略尧
大格局尧大投入尧大平台的品牌征程
之路遥

“名树生名茶”海南黄花梨茶成茶界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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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张萌 摄影报道冤 9月 17日 12时许袁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汽车西站交通整治
组接到线索称袁目前正有一辆野黑车冶在汽车西站斜对面的金银小区路边接客袁并马上将载客返回西线市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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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实习生宿舍楼急救触电老人
最美女孩赵雪萍院当时没多想袁因为时间就是生命袁只想救人

商报全
媒体讯 渊椰
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肖卫
香 摄 影 报
道冤 野真是太
谢谢这些小
姑娘了袁没有
她们袁我家爸
可能就没有
了噎噎冶看着
病床上的老
人袁其儿媳妇
吴女士激动
地哽咽遥病床
上的老人几
个小时前刚
与死神擦肩
而过遥

两女生合力救回触电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