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遇车祸，护士长从后备厢拿出急救箱……
她叫谢晓梅，常在后备厢放一个大急救箱，随时准备救人，其实我们都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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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餐厅低价转让
红旗河沟地段好700平精装修设备全可接
小型宴席有机麻大小花园18996221500

招租公告
二机公司南坪步行街惠工路196号、200号、202号和
南坪东路1号部分门面有底价公开招租，面积14m2

至80m2不等，无转让费。62668643、62839864

租售转让万
事
通

雷霆 债务
全国债务成功付费

677373466707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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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养老

◆遗失傅渝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443228，声明作废
◆江北区向文食品批发部遗失2015年4月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600117968，声明作废
◆遗失渝B09T36营运证（证号：500100024336）声明作废

遗 失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包成功68780161

偏瘫康复训练
偏瘫上门康复训练，出院继续治疗，在家
训练，公众号“复健熊康复”13752922139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通 知

重庆市渝中区渝铁村6号3-4-
2#的房屋属于菜园坝片区房屋征收范
围，该房屋产权人李全福已故，现请李
全福的继承人或涉及该房屋的利害关
系人于本通知见报后30日内与李元学
联系，并一起前来协商房屋征收事宜。

电话：023-63907353
菜园坝征收项目3段办公室

◆綦江县百川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车辆渝
BG7033即日起注销车辆营运资质，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富亚科技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5000162320，发票号 02260694-02260703，声明作废
◆邱天国遗失重庆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发票一张，发票
代码050001700107，发票号15921498，特此声明作废
◆綦江县霍适养鸡场遗失2011年09月1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2200017601，声明作废

招生培训

江北区大石坝街道社会保障服务所遗失重庆市城乡
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收费专用收据“居民参保凭证联”、

“记账联”和“存根联”（2017）NO:006632312；“记账
联”（2017）NO：001402194、001404612。特此声明！
◆渝北区星仪餐饮店遗失 2017年 11月 23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12MA5YNK3220，声明作废
◆重庆市华企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2339546600G）遗 失 税 控 盘 ，声 明 作 废
◆重 庆 渝 丰 电 线 电 缆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合 同
专 用 章 ，编 号 ：5009169999706,声 明 作 废 。
◆重庆铭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建委建筑九大员报名
培训只收590元。施工员、安全员、质检员、材
料员、预算员、测量员、劳务员、标准员等专业
复习资料培训高过关率。电话15123028612

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家税务局西郊路税务所，现名重庆
市九龙坡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遗失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支行九龙分理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11891702，账 号
0401110120010000472；原名称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张燕飞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109198703251023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清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作废
◆刁孝永遗失营业执照 500381600645166作废

认尸公告
2018年3月10日在长寿区瓦罐窑

白沙湾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
1.56米，年龄约50岁，上穿黑色毛线背
心，下穿黑色长裤，请知情人与长江航
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遗失声明：户主：聂波霞不慎遗失重庆市北部
新区恒康路9号恒大山水城3幢28-8的房款
收据，编号 0019923金额31091元；收据,编
号0019924金额104556元；代收费收据，编
号：0019746金额19629.41元，特此声明。

重庆广润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海马牌M3
车辆（VIN:LMVAFLEC7HA027213）所属合格
证，合格证编号为：YJ4242000494082，车主汤亚
龙，身份证号：52242819940425****，现声明作废

通 知
王锐同志：

经公司及工会研究决定，限你于收到本通知
之日起15日内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上班。逾
期不到，公司将视为你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及劳动
纪律，自逾期之日起作连续旷工处理。连续旷工
达15天及以上，或一年中累计旷工达30天及以
上的，公司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铁
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奖惩办法》（一司
人资[2011]24号）的有关规定，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并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铁路三村 3号
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3月12日

遗失声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份，
代码：5000171320，票号：00435302。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2018年3月13日

《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
送达公告

重庆兴泉口罩厂：
邓志强于2018年2月2日提交的母亲黄远兰

的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受理后于2018年2月8日
制发《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渝中人社伤险
举字〔2018〕11号），并以邮寄方式向你公司送达
《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被退回。经多方联
系无果，现通过公告送达，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前来我局领取《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
书》，逾期视为送达。

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3月13日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
渝 BT2168营运证 500115021023遗失作废
◆明确声明原护士成绩合格证明，李勤，
2017年，201750060000044，已作废失效。
◆ 开州区旺迎副食经营部50023419900101749002遗失
发票，代码:150001620531，号码:05386501-05386525，声明作废

3月10日，一条短视频开始出现在不少璧
山人的朋友圈里，短视频拍摄的是一个车祸现
场，主角是一个没有出现正脸的女孩，她正在抢
救伤员。看完短视频，网友纷纷为女孩点赞。

女子救人视频被热传
网友点赞“特漂亮”

这段被众多人转载的短视频只有10秒左
右。视频拍摄的是一个惨烈的车祸现场：一个
穿着蓝色外套的男子倒在路边，人声嘈杂。镜
头扫过散落着车辆零件的路面，一名身穿花衣
服的女子躺在路边，在女子身边，一个戴着鸭舌
帽的女孩单膝跪地，右手按压着女子的头部，不
停询问“你记不记得你娃儿的电话？你身上有
没得证件或身份证？你叫什么名字？”

转发的网友说，这是璧山当地发生的一起
车祸，救人的女孩是个路人。

“她救人的手法很专业，居然还戴了白手
套！”现场目击者邱先生觉得，女孩应该是名专
业的医护人员。

“虽然视频里看不到她正脸，但是特漂亮！”
众多网友纷纷为女孩点赞。

她俯身安抚受伤女子
手中的钥匙链扯断

昨日中午，重庆晨报记者经过多方打听，找
到了视频中的女主角，她就是重庆市中医院道
门口院部急诊科副护士长谢晓梅。她穿着蓝色
的护士服，一点也看不出视频中的样子。

“当时，很多人拍照，但没想到传得这么
广。”回忆起上周六的车祸场面，她仍然记得每
个细节。

3月10日下午两点，谢晓梅从璧山城区开
车回莲花村老家。车子行驶到黛山大道莲花水
库入口附近时，眼前的景象把她惊呆了：一个男
人倒在路边血泊中，一辆摩托车倒在路中间，地
上零件四散。谢晓梅意识到，这里出车祸了。

谢晓梅立刻停车，从后备厢拿出急救箱朝
受伤男子跑过去，一边跑一边拨打了120。她

发现男子头部受伤严重，徒手已经无法进行抢
救，她简单检查了眼睛、心跳和呼吸。

随后，谢晓梅发现伤者不止男子一人，几米
外的路边还躺着一名女子，她立刻跑到女子身边。

“别怕，别怕！”谢晓梅蹲下身安抚神志不清
的女子。这时，女子突然抓住了谢晓梅的手，手
中的钥匙链被生生扯断。

“你别怕，我帮你！你叫什么名字？”谢晓梅
一边大声询问，一边安抚她安静下来。随后，谢
晓梅迅速查看了她的伤情。女子的前额上鲜血
直流，皮下有血肿。“颈动脉搏动和呼吸有些
快。”谢晓梅半跪在地上，慢慢解开女子脖子上
的围巾，打开急救箱，拿出手套戴上，用无菌纱
布压住出血部位……

路边好心人一起帮忙
受伤女子清醒过来

“麻烦哪位帮个忙压一下？”谢晓梅指了指
左手压住纱布的地方，向周围的人求助。一位
男士迅速走过来蹲下，帮忙按住伤口。

怀疑女子有骨折，谢晓梅暂时没有挪动
她。谢晓梅从药箱里找出碘酒棉签，开始帮助
女子清理四肢上的伤口。

一切忙完后，谢晓梅揭开女子头部的纱布，
血止住了，女子也逐渐清醒。交流中，人们才知
道女子姓兰，就在附近居住。她和老公骑摩托
去水库钓鱼，在路口被逆行的面包车撞了。

女子急切地想知道老公的情况，谢晓梅怕
她受刺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不断安抚她，并
拨通了女子亲人的电话。

近半个小时后，120赶到，谢晓梅告知了自
己救助的具体情况，救护车将伤者拉回璧山区
人民医院救治。110到达后，谢晓梅向警察介
绍了自己知道的情况，然后才开车回家。

一年前救人留下遗憾
她随车携带急救箱

当天下午，谢晓梅救人的视频在璧山广为
传播。

“周六救人的那个，是不是你？”3月11日，

初中同学柯先生给谢晓梅打来电话，并把那段
视频发给了她。

柯先生告诉谢晓梅，不少人都在朋友圈里
转发这条短视频，并为她点赞。虽然视频里看
不到正脸，但柯先生觉得声音很熟悉，最后认出
了她。“对于护士来说，做这些是出于本能。”谢
晓梅说。

看了视频的网友和现场的目击者，都惊叹谢
晓梅的急救装备专业，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谢晓
梅的后备厢里一直备有一个大大的急救箱。急救
箱里有碘酒棉签、酒精、止血带、无菌纱布、口哨、急
救毯、伤口敷料，甚至还有专业的骨折固定板。

“开车出门，一般遇到的都是车祸，急救箱
准备的大多是为创伤病人止血包扎类的急救用
品。”谢晓梅说，之所以在后备厢常备急救箱，是
因为一年多前遇到的一场车祸。当时，一个女
孩横穿马路被一辆车撞伤，“当时我车上什么也
没有，检伤后只能简单用手压迫止血，却做不了
更多，感到很遗憾。”回家以后，谢晓梅就准备了
这个急救箱。 本报记者 石亨

放弃银行高薪工作变成大学生村官。今
年是31岁的张雪扎根基层农村的第九个年
头，在她的努力下，村民在家创业致富有了新
平台，实现了电商扶贫新成效。

上大学时，张雪就喜欢当志愿者，还去福
利院当了一年半的义工。毕业后，她不顾家
人的反对，放弃了去银行工作的机会，报考了
荣昌的大学生村官，来到仁义镇鹿子村。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张雪，刚到农村时很
不适应。有一回，去村民家，见凳子上沾了些
鸡粪，张雪顺手拿出纸巾要擦。“城里来的是
要讲究些！”村主任一开口，一旁的村民都笑
出了声。

张雪发现鹿子村有大面积的闲置山林，很
适合发展林下循环经济，于是她将父母给她攒
的10万元嫁妆钱作为启动资金，自己建鸡棚、
给鸡打疫苗、学着打扫鸡舍，建成了村里第一个
规模养殖场。大家对她的看法改变了。

张雪带动十几户村民建起了养殖大棚，
来参观和学习养殖技术的村民越来越多。林
下养殖的成功让她信心大增，便联合全区多
名大学生村官，成立了全市首个大学生村官
专业合作社，注册了商标，统一包装和销售。

合作社先后打造了吴家镇大棚蔬菜、双
河葡萄等一批特色农产品基地，吸引700多
户农户参与，年销售额突破700万元。

张雪的努力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在2010
年底村支两委换届选举时，张雪高票当选鹿

子村村委会主任，成为荣昌最年轻的村委会
主任。

2013年，张雪调任通安村党总支书记。
为了让村民也能享受到城里人一样便捷的生
活，让村里的优质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
2014年底，张雪建起了“在村头”电商平台，

教群众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
2015年来，“在村头”农业电商孵化平台

共帮助荣昌1300多户农户卖出1260余万元
的农产品，每年带动贫困户户均年增收2500
元左右。2017 年，“在村头”销售额突破
1800万元。 本报记者 钱也

2018年度重庆市三八红旗手标兵何金梅，
是重庆建工工业有限公司分公司的党总支书
记，但她长期扑在生产一线。作为一位管理人
员，何金梅热爱企业、热爱车间、关爱职工，用自
己的行动展现了当代女性的风采。

何金梅长期扑在生产一线，和一线工人师
傅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工作，让她练就了过
硬的业务素质。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何金梅还利用业
余时间自学机械专业知识，积极参加精益管理
培训班。何金梅还在所管理的车间营造了良好
的学习氛围，她通过邀请专家前来授课、带领员
工外出学习、组织技能培训和比赛等方式，提升
了员工素质和车间制造加工软实力。

工作中，她经常第一个到车间，而最后一个
离开。她积极与职工交流思想、交换看法、增进
理解、构筑信任，营造了车间干部员工之间精诚
团结、和睦相处的友好氛围。形成了自己刚柔
并济的工作作风。在技术上，何金梅组织研制
并实施标准节翻转工装共计8个系列24套，多
功能校扭机1台，多功能双头端面铣床1台，起
重臂吊节工装3套等，解决了标准节焊接过程中
工艺缺陷材料扭曲变形等难点，产品单肢工件
较上年提高了62%的加工效率，为公司每年降
低130多万元的成本。在管理上，何金梅带领管
理团队编制8种系列、23个塔机品种的成本核
算，为公司的标准化成本管理、销售定价、招投
标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 代庆

不懂农村的城里姑娘
变成村民信赖的大学生村官

她带头解决诸多技术难点
每年为公司降130多万成本

谢晓梅救人的视频截图。

谢晓梅就是用这个自备急救箱急救伤者的。
上游新闻记者 许恢毅 摄

▲

▲

张雪带领村民发展养殖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