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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发病倒地 众路人出手相助

南都讯 记者陈思福

前日中午，在罗湖区新秀路东益汽车交易广场门口的人行道上，新秀小学二年级学生小明(化名)突发疾病倒地，包括林先生等在内的

多名路人出手相助，救护车及时赶到送医治疗，化险为安。

前日上午 11 时 39 分，林先生在微信上发布一条信息：“新秀路一小孩发病倒地，好多热心人帮忙，120 已把人带走急救”，该信息还

附了两张照片，照片上有一穿校服的小学生躺在人行道上，有多个市民围观，另一张照片则显示，医护人员正将小学生抬上救护车。

事发前日上午 11 时 15 分许，“当时大家都很着急。”林先生说，有人问小明，知不知道父母的电话，小明闭着眼睛摇头，有个中年妇

女说，看他穿校服，应该是新秀小学的学生，有人跑去学校通知老师，学校保安赶来，还有一个男的，拿着水壶想喂小明喝水，但是小明

不张嘴。

报警十多分钟后，急救车来了将小明接走。距离小明倒地约 5米处，有个交通违规代办点，据工作人员黄女士介绍，看到小明倒地时，

旁边围了好几个热心市民。

前日中午 12 时半，南都记者在市人民医院急救室看到小明，他躺在病床上吸氧，脸色已恢复正常，据小明父亲周先生介绍，小明 6

岁之前发高烧了就会突然晕倒和抽搐，到多家医院做了检查，都未查出原因。

负责接诊的医生表示，小明有癫痫史，发作时较危险，如不及时治疗，会形成习惯性，不过还得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找到具体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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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安闯火场救人 义举之后却遭无奈

上周日，浙江“八旬老者倒地无人救”事件引发各方反思，但就在同一天午夜，深圳黄贝岭一栋七层出租屋发生火灾，五名保安员冲

入火场，赶在消防队到场前将大部分睡梦中的居民救出，其中 20 多名老幼被一一背或抱下，避免了一场惨剧发生。但救人保安员程家东

却因吸入浓烟晕倒在六楼楼梯口，幸被消防员发现及时才保住性命。

五保安义举救人之后发生的黑色幽默剧，却似在从另一层面解答，为何长者倒地无人救：程家东住院期间，保安公司没有派人前去探

望，其出院回公司时，还被领导说“你们管什么闲事嘛”。而在住院期间，罗湖区有关部门送上的 2000 元慰问金，反而令五人心生罅隙：

人是 5个人一起救的，2000 元该怎么分？

义举：

五保安闯火场挨家敲醒住户；被困老幼均被保安救下楼；一保安烟熏晕倒幸被消防员救起

半夜吃夜宵遇火情

前天下午 4点半，程家东从起火的黄贝岭下村 59 号经过的时候，有居民在旁边悄悄地说，那不是那天晚上救人被熏倒的保安吗？

程家东是深圳市中保国安实业有限公司中联分公司下面的一名保安员，11 月 18 日开始，他和宁宝兴、杨洪中等同事被公司派到罗湖

区黄贝岭街道执法队执行任务，为期 10 天，主要是在黄贝岭下村附近的几个路口执勤，防止居民将建筑材料运进城中村进行违法建设。

他们分两班倒，程家东和宁宝兴、杨洪中、李裕华、毛志五个人负责晚班，从晚上 7点上到第二天早上 7点。

11 月 24 日凌晨 1点多，程家东和宁宝兴等五个人来到位于黄贝岭下村路口执勤点旁边的一小吃店吃夜宵，吃到一半的时候，有人闻

到一股很呛人的味道，抬头看到从旁边的居民楼里不断冒出黑烟，有人在大街喊“着火了着火了”。

程家东五人决定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们发现，在距离小吃店大约 15 米的一栋街边居民楼，也就是黄贝岭下村 59 号，5楼楼道的窗

户浓烟滚滚，在楼下已经集结了大约 20 多位居民，大家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上去救火和疏散人群。

“当时我们啥都没想，说赶紧上去救人。”程家东说，五个人的想法非常一致，根本就没有犹豫，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凌晨 1点多，很

多居民都已经熟睡了，而起火的地方在五楼，楼下的估计疏散没多大问题，但是还有 6、7楼，已经有人爬到 7楼的楼顶上去了，如果不

及时疏散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昨天下午，宁宝兴给记者看了当时自己的报警记录，24 日凌晨 1点 45 分的时候，他拨打了 119 火警电话，报完警后他们看到有居民

出来，于是直接冲了上去。

五人合力救下不下 60 居民

上到 5楼的时候，整个楼层已经充满了黑烟，浓烟不停地从门窗喷出来，可以看到对着楼梯口的那间房间，里面不断有明火冒出来，

火势很大，“当时我们从一楼找到五楼，都没有找到灭火器。”杨洪中说，要灭火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决定，赶紧先疏散楼上的居民，因

为烟是往上走的，住 6、7楼的居民更危险。

五个人冲进 5楼一间开着的房间，程家东和杨洪中各拿了一条毛巾，而李裕华和宁宝兴则拿了浴巾，毛志则随便找了个布，他们将毛

巾和浴巾等用水打湿后，捂着鼻子，开始一家一家去敲门。

“有的直接把门给踹开。”宁宝兴说，当时非常紧急，因为连 6、7楼的楼道都已经浓烟滚滚了，有的居民睡熟了，根本就不知道，他

们把门踹开后，不少男住户只穿着底裤，就跑下楼去了。

宁宝兴说，还有居民在楼下，发现自己的贵重物品忘了拿下来，于是又往上冲，而楼道本来就很窄，如果有人往上冲，又有人往上走

的话，很容易发生意外，于是，他们安排毛志守在一楼门口，不允许下面的人再往上走。

“很多老人和小孩，发现楼下烟雾很大，根本不敢往下冲，结果都跑到 7楼楼顶天台去了。”杨洪中说，将 6、7楼的居民疏散得差不

多后，他们发现 7楼的天台已经集结了很多老人和小孩，“老人用背，小孩用抱”，四个人又连续爬了几趟，才将楼顶上的人安全地转移到

地面，他们大概估算了一下，被他们转移下来的居民，不下 60 人，其中还包括 20 多个老人和小孩。

把天台上的人转移到地面后，有人又在喊，说在 7楼转角的地方，还有两户人家没有下来，有个女孩子，一直在找自己的亲戚，不过

没有找到，于是，他们决定再上去找找，“那会楼道的浓烟已经把眼睛呛得几乎争不开眼，我们都是扶着楼梯往上走的。”杨洪中说。

提起那天火灾救人的事情，起火楼对面的麻辣烫老板老叶竖起大拇指说，那天他被吵醒，亲眼目睹了几个保安员救人的场面，虽然还

有很多人在围观，但没有人敢上去，而保安员一直在不停地把人背下来，直到消防人员赶到，要不是他们，后果不堪设想。

前天下午和晚上，记者两次进到起火的黄贝岭下村 59 号，但两次都在 5楼，就被自称是管理员的男子赶下来，记者发现，起火的 504

房已经被消防管理部门贴了封条，透过门缝，可以看到整个房间一片漆黑，连门缝都被熏黑，5楼的墙面大部分泛黑，有几个工人在粉刷

墙面。

一位住在楼上的女孩子经过的时候，跟记者确认地说，当时是有几个保安跑到楼上救人，她就是被叫醒才逃出来的。



一保安被熏昏倒消防救起

“等我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身插满了管子，当时真以为自己不行了。”程家东说，他只记得当时有人喊说 7

楼转角还有人没有下来，于是他们 4个人又往上冲，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不清楚了。

程家东表示，后来他从同事宁宝兴那得知，自己是在 6楼，被赶到的消防员救下来的。

至于自己是怎么晕过去的，并不清楚，“一个可能是太累，上上下下爬了不知道多少趟，后面一忙也没来得急给毛巾加水，估计吸烟

过度导致昏倒。”程家东说。

“他是那次火灾中唯一一个晕倒的人。”黄贝岭消防中队肖班长说，他们接到警情后马上赶到现场，发现绝大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到

楼下了，但是楼上浓烟滚滚，于是他们一边灭火，一边派人带着专业的设备进行搜救，火很快就灭了，程家东就是被他在 6楼的楼梯口找

到的。

据肖班长介绍，他上到六楼楼梯口的时候，发现有个穿保安制服的人晕倒在楼梯口的扶手边上，上半身靠在楼梯上，但人是晕倒过去

的，估计是在往上走的时候晕倒的，手上只拿着一个湿毛巾，脸被熏得黑黑的，他掐了保安员一下人中，使劲地摇他，发现有一点点反应，

应该属于轻度昏迷，于是他马上把保安员背下楼，交给战友和医护人员。

后来他们又上去搜救，确实发现在 7楼的房间，还有居民睡着了，于是把他们叫醒后安全地转移到地面，“上面的烟雾很大，在那种

情况下，如果不戴专业的面罩，靠捂着毛巾上去是很危险的，因为毛巾只能捂住嘴巴和鼻子，保护的时间也不长，而且无法保护眼睛，浓

烟会熏得人的眼睛睁不开。”肖班长说。

“有个女孩子，以为程家东是她亲戚，冲过来把他抱着哭了起来。”宁宝兴告诉记者，程家东被消防官兵背到楼下后，脸被熏得黑黑的，

加上晚上灯光比较暗，一时也难看清是谁，但他从制服上认出就是程家东，他忙着给程家东做些急救方面的措施，而这个女孩子把程家东

误以为是自己的亲戚，一直在旁边“干扰”，直到救护车把程家东接走。

无奈：围观者众却无人加入救人行列；保安公司无人探望还怪“多管闲事”；2000 慰问金分配致保安生罅隙

被送医院公司不闻不问

宁宝兴告诉记者，程家东被消防官兵救下来后，在现场做了简单的急救后，就被救护车送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是他陪着一起去的，

到了医院后，工作人员跟他要救护车出车的费用，而当时他的口袋里只有 21.5 元，根本不够给，他跟工作人员解释说程家东是因为救人

而被晕倒的，工作人员才没再追着要。



随后，他被医生要求去挂号，挂号费要 22.5 元，他手上的钱也不够，后来解释了一通后，医院还是给他挂了号，而做检查和开药都

要钱，后来也还是工作人员找了个医院的领导签名后，才给程家东做了检查和治疗。

宁宝兴表示，程家东在救护车上一直昏迷，到医院一会后，才睁开眼睛，时间大约是在凌晨三点半。

“除了出院那天，保安队长把我的钱包送过来，公司没有一个人来看我。”程家东有点伤心地说，24 日凌晨他入院，到 25 日办理出

院手续，公司没有人专门来看过他，连个安慰的电话都没有。

宁宝兴则表示，其实他们一起救火的 4个保安有打算去看程家东的，战友一起救人受伤了，哪有不去看的道理，但是他们是上夜班，

从晚上 7点一直上到第二天早上 7点，大家都住在龙岗，公司有车接送，而上了 12 个小时的班，大家都很累。第二天程家东让他们把钱

包送过去，后来队长袁某知道了，说钱包他来送就可以了，不用他们去了，“公司又不肯派车送我们去，而我身上仅剩的 21.5 元，也用

于程家东挂号了，连个车费都没有。”宁宝兴说。

程家东告诉记者，其实医生是建议他多观察两天，因为吸入了大量的烟雾，但是自己觉得一个人躺在医院里，家人也不在深圳，想叫

个饭吃都困难，实在是没有意思，虽然医生开的药还没有打完，但在他的要求下，医生还是给他办理了出院手续。

“出院后，我回到公司，见到了综合部的刘部长，他就跟我说‘你们管什么闲事嘛，还好这次没出什么事，如果出了意外怎么办，这些都

不在你们的工作之内’。”程家东很无奈地说。

住院的程家东公司没有派人去看望，而没有受伤的杨洪中等 4个保安员，同样没有感受到来自公司的关怀，宁宝兴表示，虽然当天晚

上救人过程中他们 4个人没有受伤晕倒，但因为没有专业的设备，只是捂着一条毛巾，同样吸入很多浓烟，之后两天也都觉得有点不舒服，

但是公司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人来问他们身体有没问题，是否需要休息检查，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上班。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龙岗区吉祥路 60 号的深圳市中保国安实业有限公司中联分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周小姐表示，有听保安员

提到此事，但并不是很清楚，目前没有听说公司要对这些保安进行表彰。

“可能是程家东他们误会了我的意思。”中保国安实业有限公司中联分公司综合管理部刘部长说，当时程家东几个保安回到公司了，

他也问了一下情况，当时是比较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毕竟你要救人，得先懂得保护好自己，不能因为救人，把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了。”

刘部长表示，他也已经将程家东等 5人的事迹向公司领导做了汇报，公司初步决定，要给予他们 5个人奖励，包括精神和物质上的奖

励，因为公司每个月初会开队长会议，所以初步定在 12 月初的时候，在开队长会议上进行宣布。



2000 元慰问金如何分闹矛盾

“当时来了两拨人来看望我，一拨说是黄贝岭街道办的，一拨说是罗湖区政府的，两拨慰问的人各给了 1000 元的慰问金。”程家东

说，除了这两笔共 2000 元的慰问金，还有起火居民楼的房东，托人送了 600 元。

黄贝岭街道办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证实，25 日，街道确实派人去看望程家东，得知保安员做好事受伤后，街道执法队派了工作人员代表

街道到医院看望他，并给了 1000 元的慰问金。罗湖规划土地监察大队王洪涛科长表示，得知有负责违建巡查的保安员做好事受伤后，虽

然不是他们的队员，领导很重视，派人到医院去看望程家东，并且给了 1000 元的慰问金。

25 日出院后，程家东当天晚上就回到黄贝岭上班了，而他收到 2000 元慰问金的事情和房东给的 600 元，他也都跟其他人说了，程家

东表示，人是大家一起救下来的，所以他觉得应该跟其他人分享。25 日凌晨，有人提议让程家东请大家吃夜宵算了，于是 5人在黄贝岭找

了个比较好的馆子吃了夜宵。

“吃夜宵的时候，有人提出说再给每人分 200 元，我没有答应，所以现在大家有点疙瘩。”程家兴说，自己之所以不同意再给每人分

200 元，因为住院和吃夜宵，已经花掉了 1100 元，如果再每人分 200 元的话，那自己也只剩 300 元了。程家东觉得，当时黄贝岭街道和罗

湖区来医院看望他，慰问金应该是给他个人的，而且自己长这么大，20 多年来没有住过院，也没像这次那样打那么多针，当时醒来看到自

己的情况，觉得自己快挂了，“自己就像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回来一样。”程家东说。

当晚一同吃夜宵的一保安也向记者证实，确实夜宵吃到后面，大家有点不欢而散的感觉。

“我们不是为了分他的慰问金而闹别扭的，而是事情已经过去 4天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上去救人，却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杨

洪中说，当时他们赶到的时候，楼下围观的人有二三十人，却没有人赶上去救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的，那些老人和小孩，大部

分是他们背、抱下来的，如果不是他们及时地救援，老人和小孩如果吸入过量浓烟的话，后果很难预料，到头来却连一句谢谢的话都没有，

公司领导还有点责怪他们多管闲事的意思，“以后碰到这种事，我们还去不去救人呢？”杨洪中说。

李裕华则向记者表示，火灾扑灭后，他们还到辖区派出所做了记录，所以政府应该是知道他们 5个人一起上去救人的，只是受伤的只

有程家东一人罢了。

“如果在这次救援中，我们的战友出了意外牺牲了，或者居民出了事，可能大家就会重视了，结果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人都救下来了，

只是战友受了点轻伤，所以根本就不会引起大家的重视。”宁宝兴说。

采写：陈思福 摄影：刘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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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步过关惹人疑 一查走私蟒蛇皮

南方日报讯 （记者/张仁望 通讯员/苏镁怡）记者昨日从罗湖海关获悉，该关近日查获 2宗蟒蛇皮走私案案件，查获巨型蟒蛇皮 76

张，价值近 70 万元人民币。

据罗湖海关介绍，本月 13 日，香港女子黄某手拉着一个沉甸甸的红白蓝胶袋经罗湖口岸入境。经过海关检查现场时，黄某突然加快

脚步，关员果断地将她截停，查出其袋内装的全是经过加工染色的动物皮，一共 40 张，均长约 2.5 米、宽约 20 厘米，疑为蛇皮。不到半

分钟，另一名香港女子卢某也用拖车拉着一袋同样的东西过关，经检查，发现蛇皮一共 36 张，大小和颜色跟黄某带的一样。经鉴定，所

查获的蛇皮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制品蟒蛇皮，价值约 70 万元。目前，该案已移交缉私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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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27 日

■都市频道报道 27日晚上八点左右，莲塘有一名中年女子坠楼身亡。事发是莲塘坳下村。警方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坠楼

者的亲属就围在附近。附近居民说， 120急救现场抢救伤者，不过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宣告坠楼者当场死亡。目击者张先生介绍，事

情大概发生在晚上六点四十五左右，当时他正在家里上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死者是先砸到路边的车，然后才落地。死者年近五十平

时为工厂员工张先生说他跟死者的一名家属认识，家属介绍死者为女性，今年大约五十岁，和家人一起住在坳下工业区的员工宿舍五栋，

平时就在坳下工业园的工厂里打工。大概是从宿舍楼五栋的八楼落下，事情发生后家人马上报了警。除此之外家属和警方拒绝透露任何

信息。事故原因仍在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