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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国桐

黄金10分钟
路遇险情小伙跪地施救

3月22日清晨6点多，百花公
园里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
援，一名身着跑步服的男子突然
仰面倒下，整个人瞬间没了意
识，危急时刻，一个蓝色的身影
从人群中跑出，果断上前施救。

“很紧张，感觉周围的一切
都静止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围观市民刘先生的心情仍有些
激动，他说，那名男子仰面躺在
地上，眼神涣散。另一位身穿蓝
色跑步服的小伙跪在身边，不间
断地做着心肺复苏以及人工呼
吸。伴随着小伙每次按压，围观
群众的心也跟着起起落落。

“当时男子的瞳孔已经放大，
意识全无。”刘先生表示，每轮按
压和人工呼吸结束，施救小伙都
会趴在男子耳边尝试与其沟通，
然而，男子始终没有任何反应，其
间，男子口腔中流出涎液，小伙毫
不在意，继续做着人工呼吸。“持
续了十多分钟吧，男子的情况开
始好转，这时候救护车也到了，大
伙儿就将男子送上车。”

消失的身影
面对追问啥都不肯说

当时市民把目光都聚集在
被救男子身上，等到反应过来

时，蓝衣小伙已经消失在人群
里，“应该找到他，疫情期间摘下
口罩进行人工呼吸，需要多么大
的勇气！”刘先生感慨不已。

在百花公园办公室内，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救人结束后，蓝衣
小伙因为没有口罩，想要马上离
开，“当时我们说给他一个口罩，
他才来到办公室里，可面对询问，
他一直不肯透露个人信息，只强
调自己做的是本职工作。”

寻找救人者
他是千医医生徐留玉

根据市民们的描述，这位小
伙身高在1 . 78米左右，戴眼镜，
而且很可能是名医生，他到底是
谁？通过多方寻找，22日中午，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终于找到
救人者，他就是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徐留玉。

记者了解到，从2016年至今，
徐留玉一直坚持跑步，3月22日这
天也不例外，清晨6点多，他在百花
公园跑了没多久，突然发现前方
不远处一名男子躺在路面上，“我
到他身边的时候，他瞳孔已经放
大了。”

看到男子的症状，徐留玉判

断他极有可能是心脏骤停，他二
话没说，直接跪在地上开始抢
救。

“有风险也救”
围观老人向他鞠躬致谢

“当时没考虑那么多，换做
其他医护人员，也会这么做。”徐
留玉说，由于口罩碍事，他一把
扯下口罩扔在一旁。“当时情况
很危急，因为不清楚对方有没有
病史，只能持续不断地施救。”

一轮不行就两轮，两轮不行
就三轮，十多分钟里徐留玉始终
未曾间断，其间他的一位医生朋
友恰好也在百花公园跑步，见此
情景，也加入到救援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男子的情
况渐渐好转，“脉搏也有了，瞳孔
放大的迹象好转了，也有了呼
吸，但不是正常呼吸。”徐留玉回
忆，此时救护车也赶到现场，他
们赶紧把病人送上车。

救援结束后，不少目击全过
程的市民纷纷向他伸出大拇指，
一位60多岁的老人甚至向他鞠
躬致谢，“当时老人给我鞠躬，我
赶紧回礼，心里暖暖的。”

在公园办公室里，徐留玉始
终未透露个人信息，回到家里，
他也未对妻子说过只字片语。

“作为一名医生，我的所作
所为与前方的医护人员相比微
不足道。”面对记者的采访，徐留
玉有些腼腆地表示，“没考虑那
么多，就算有感染的风险，我也
会去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玉岩

随着疫情渐渐平稳，大多数
企业已经复工复产，求生存，过难
关，图发展。为此，自3月23日起，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诚邀省内知名
专家推出“企业战疫公开课”栏目，
每周一期，连续三期，采取网上直
播授课方式进行，嘉宾与企业在
线讨论交流，欢迎全省各界企业
参与直播，共同探讨渡过难关。

此前，山东从省、市、县级机
关、事业单位抽调１万名干部，开
展进社区、进农村、进项目、进企
业“四进”攻坚行动，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为帮助“四进”干部更好地
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夺取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双胜利”，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发起“企业战疫公开

课”活动，目前，已有省派济宁大
众报业“四进”工作组、省派德州
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组、省派德州
省委编办工作组、省派滨州省政
府办公厅工作组、省派日照省财
政厅工作组、省派菏泽省委省直
机关工委工作组、省派淄博省社
科联和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联
合工作组、省派青岛省残联工作
组作为联合主办单位共同主办，
活 动 参 与 事 宜 可 联 系
13969165290（杨女士）。

首场公开课将于3月25日
（周三）9时至11时准时开讲。

面对疫情冲击，有些企业面
临着资金和融资的压力，如何破
解？“四进”干部该如何帮助中小
企业渡过难关？本次公开课首场
授课嘉宾将邀请山东财经大学区
域经济研究院院长董彦岭，讲述

“疫情冲击下的中小企业融资”。

此后，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
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福一将讲授

“山东加快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
势和对策”。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
院高级经济师王文平将讲授“突
破约束赢未来——— 中小企业变
革之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诚邀您
的参与，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观
看在线直播：

1 .齐鲁壹点客户端。手机下
载“齐鲁壹点”，进入“头条”频
道，点击置顶位置轮播图“企业
战疫公开课”，即可在线观看。

每场公开课将发布预告海
报及二维码，通过扫描二维码可
直接进入演播厅。

2 .快手。在快手APP搜索
“果然视频”快手号，点击关注，
可直接在线观看直播。

3 .抖音。在抖音搜索“果然
视频”抖音号，点击关注，可直接
在线观看直播。

此外，如果您在企业经营中
遇到了问题，或对政策有困惑，可
提前联系我们，我们将在“企业战
疫公开课”直播中为您答疑解惑。

联系方式：1 .添加微信号：
sdzhangyuyan，注明“企业战疫
公开课”反映问题，或者发送邮
件至sdzhangyuyan@126 .com。

2 .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情
报站、齐鲁晚报微博、微信公众号
留言，注明“企业战疫公开课”。

家门口污水横流不知道
找谁解决？开个证明被推来
推去？遇到不平事、合法权益
被侵犯想要维权？遇到好心
人帮忙，想要表达感谢？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
音。本报推出情报站互动板
块栏目，为读者和用户提供
最管用的民生服务通道和最
和谐的社会舆情构建平台。
我们会将壹粉通过齐鲁壹点
情报站发来的情报线索进行
归纳反馈，公开新闻线索的
进展进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袁野

壹粉“鲍山先锋”:同事的
孩子孙传玺今年12岁，因突发
脑出血在齐鲁医院重症监护室
抢救。19日实施开颅手术，需持
续输送大量血小板。21日下午，
了解到情况后，孙传玺父母所
在单位同时发出献血动员，1小
时内报名者达140余人。

记者探访：3月22日，山东
省血液中心的采血车缓缓驶入
济钢，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山
钢集团济钢保安公司、济钢保
卫部各30名合计60名献血志愿
者正排队等候，准备撸袖献爱
心。

济钢保卫部综合管理办公
室业务主管刘发兴介绍，孙传
玺的父母分别在济钢保卫部、
济钢保安公司工作，得知孩子
急需血小板的消息后，1小时内
报名的有140余人。受采血车设
施所限，只能采集60人。

孩子急需血小板
1小时140多人报名

“企业战疫公开课”周三开讲啦
如何破解压力渡过难关，知名专家为您答疑解惑

男子晨跑心脏骤停，路过医生跪地做人工呼吸

10分钟，教科书式急救挽回生命
疫情当下，有人晨跑中突然心脏骤停，你救还是不救？
3月22日清晨，济南一位小伙干脆利索地给出了回答：救！
面对躺在地上毫无意识的男子，他一把扯下口罩，十多分钟不间断地做着心肺复苏及人工呼吸。这位勇敢的救人者是山山东

省千佛山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徐留玉，回忆起紧张又惊险的救援过程，徐留玉说：“即使有感染的风险，我也要救救人。”

徐留玉跪在地上，持续不断地施救。

葛进展

致敬医者仁心
阿里颁出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获知徐留玉医生疫情期间勇敢施救的消息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为
他颁发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万元奖励，致敬这颗从不下线的医者仁心。

在给他的颁奖词中，天天正能量这样写道：一个生命倒地，危在旦夕，生死关头，另一个身影奔上前，
跪在地，竭尽全力，这是凡人生活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却是这个群体救死扶伤的故事中最常见的一章。
只因，他们是医生。穿上白衣，他们在病房里和疾病甚至死神日夜交战；脱下白衣，他们带着“硬核”的医术
和满满的使命感，随时准备为他人伸出一双手，献出一份力！此时此刻，疫情的阴霾仍未过去。跪在地上，
不计危险为陌生人人工呼吸的他，拯救的不只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还有这个社会的安全感。

大风掀翻爬山虎
搭在半空很危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程凌润

壹粉“明儿再聊7384”：槐
荫区闫千户小区张庄路122号
富雅园东门往北10米路东侧
楼外墙上，几十平方米枯死的
爬山虎被风刮下来，搭在暖气
管上，希望有关部门及时清
理。

记者探访：3月21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现场看
到，大面积坠落的藤蔓压在了
暖气管道上，正下方停放着一
辆黄色的汽车。

“那天晚上刮大风的时
候，爬山虎被风吹下来了。”壹
粉“明儿再聊7384”说，事发
时，那辆黄色汽车正好停放在
附近，不幸被砸中，右侧车门
被划了几道。

一位居民说，枯死的爬山
虎藤蔓悬在半空，他们担心会
砸到行人，也担心爬山虎枯枝
有着火的安全隐患。“我们盼
着 相 关 部 门 能 及 时 处 理 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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