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六里河环卫所

开启深度清洁模式，

擦亮城市底色

为进一步提升市容环境面

貌，近日，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

河环卫所组织人员重点对主要

道路、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区

域存在的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

进行每日巡查整治。

针对菜市场等重点区域，

环卫所安排人员增加巡回保洁

次数，做好中午、傍晚时段的保

洁捡拾，确保保洁时间无间隙。

同时加强对垃圾桶、果皮箱的

清洗消杀次数，确保垃圾桶外

观干净整洁。 许婷婷

禁毒宣传进景区
近日，潍城区禁毒办在白浪

河湿地公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禁毒民警讲述了吸毒
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同
时引导现场群众阅读相关的禁毒
宣传单页和关注禁毒系列公众
号，更好提高识毒、防毒、拒毒
能力和意识。 许晓晴

排查易制毒化学品企业
筑牢管控防线

为进一步深入落实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全力遏制
易制毒化学品流失流弊。近日，潍
城区禁毒大队组织民警集中开展
易制毒化学品企业摸排告知、督
导检查行动。此次行动进一步规范了
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台账，对发现
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严防易制
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许晓晴

武城禁毒大队开展

涉易制毒化学品排查
近日，武城禁毒大队对辖区

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单位展开检
查，深入易制毒企业内部对其安
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化
学品生产、使用、台账等方面进
行检查并查阅易制毒化学品出、
入库登记和运输备案，同时对存
储库房和设施、企业使用反应釜、
离心机、干燥机等设备情况进行
检查登记。

民警同时对辖区易制毒化学
品使用单位提出要求，一要严格
遵守《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落实制度强化责任。二要建立健
全易制毒化学物品使用管理台
账，做到实物与台账相符。三要加
强在使用、储存、运输等各环节管
理，严格把关，严禁易制毒化学品
非法购买、运输。 吴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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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白新鑫

乘务员巡航发现意外
一乘客患病无法应答

9月18日早上7点45分，山航
SC4897航班从烟台蓬莱国际机场
起飞，本次航班的目的地为广州白
云机场。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爬升，很快
飞机进入巡航阶段，客舱乘务员推
着餐车开始为旅客们发餐。

“您好女士，请问您想喝点什
么？”

客舱乘务员宋洒来到22排时一
名年龄较小的女性旅客没有回答。

“当时宋洒询问这名旅客需要
什么饮料时对方没有回应，一般在
客舱服务时有些旅客会休息，没有
回应也是正常情况，我们会贴上‘醒
后卡’，旅客醒后再发餐。”乘务长刘
妍彤告诉记者，宋洒询问旅客两遍
后准备贴“醒后卡”时发现旅客并没
有休息，而是睁着眼睛双手捂着肚
子。

“您是不是不舒服，需要我们的
帮助吗？”

“要不您到后排休息吧，后面
没人。”

宋洒不断询问旅客是否需要帮
助，可不管他怎么问，那名旅客就是
不回答。

“宋洒最开始判断旅客可能是
生理期导致不舒服，又因为自己是
男乘务员不方便告知，于是便找来
女乘务员询问旅客。”刘妍彤说，女
乘务员询问旅客后依然没有得到任
何回应，那名旅客一直捂着肚子表
情痛苦。

“当时乘务员马上把这名旅客
安置到27排，那里没有旅客，乘务员
再次询问仍然得不到旅客回应。”刘
妍彤回忆说，乘务员向她报告后她
立刻赶了过去。“小姑娘，你是不是
难受得说不出话来？”刘妍彤来到27
排，她一边询问一边仔细观察旅客，
发现旅客面部表情越来越痛苦，四
肢也有些僵硬。

两名理疗师协助
合力救治患病旅客

没法交流就不能判断旅客的病
因，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刘妍彤
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要
回答是或者不是，用1跟2来比划
好不好。”刘妍彤看出来旅客因为
疼痛已经无法说话，便让旅客用1
跟2来交流。

“你是肚子疼吗？”“有没有觉得
恶心？”“头晕不晕？”“是不是喘不上
气来才说不了话？”……这一次刘妍
彤的询问得到了女孩的回应，女
孩用手比着1跟2，得到答复后刘
妍彤最初判断旅客是低血糖。“当
时她的表现跟低血糖很像，再加
上早航班可能旅客没有吃早饭，
我就让乘务员拿来甜饮让旅客
喝。”刘妍彤告诉记者。

可当给旅客饮品时刘妍彤发现

旅客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低血糖，“首
先低血糖不至于说不出话，其次她
完全没法自主喝下饮品，最后用吸
管喝了几口，但马上就全吐了出
来。”此时，刘妍彤意识到旅客的
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她立刻报告
机长，同时通过广播寻找客舱内
是否有医生。

伴随着一阵阵的客舱广播，有
两名中医理疗师过来说可以协助救
治。“客舱里没有医生，但幸好有中
医理疗师旅客，他们对女孩救治提
供了很好的帮助。”刘妍彤说。情况
紧急，她安排乘务员拿来紧急医疗
箱及氧气，给女孩吸氧的同时开始
测量体温、血压、脉搏等生命体征。
通过测量发现，旅客血压很低，脉搏
也相对较弱，呼吸急促，表现出胸
闷、喘不上气的症状。

“听到广播后，客舱内有不少热
心旅客也拿来了糖等食物，但大家
并没有拥挤，每个人都很配合我们
的工作。”SC4897航班安全员王博
文说。在维持好客舱秩序的同时，
他也参与到了女孩救治的工作
中。“当时理疗师旅客告诉了我们
几个穴位，我们一起为旅客按摩
刺激穴位让她保持清醒，当时我
们主要担心旅客昏迷失去意识。”
王博文说。

飞机备降杭州
旅客已无大碍

上午9点，机长果断决定航班备
降，机长告知航班将于26分钟后降
落，刘妍彤跟同事们要做的就是在

这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里让女孩保持
意识，等待落地后医生的救治。“不
要睡！不要睡！坚持一下，很快就落
地了！”刘妍彤跟同事及热心旅客一
直不停地呼喊着女孩。

乘务组另外三名乘务员卢梓
旸、梁怡欣、王鑫鑫在刘妍彤安排
下，两人协助为旅客按摩，一人回到
客舱安抚其他旅客。

空中展开救援的同时，地面工
作人员也为这条生命通道的疏通
做着努力。

上午9点，山航签派员接到机
组卫星电话通报，得知了机上的
紧急情况。

时间就是生命。山航签派员根
据机组反映的情况立即建立公司
航卫、机组、签派的三方通信联
系，地面签派员给与空中机组协
助，航卫也给出了机上旅客紧急
救治建议。签派员要做的就是在
最短的时间内为SC4897航班找到
合适的备降机场。

旅客情况、飞机位置、油量、周
边备降场、航行通告……签派员在
短时间内通过大量数据结合实际情
况，经过综合评估后，建议机组就近
备降杭州。

得到机组答复后，当值签派
员及时协助联系杭州机场相关部
门，尽一切可能保障航班的安全，
为SC4897的空中救援打通了生命
通道。

在客舱内的整个救治过程中，
乘务组、安全员及热心旅客一直
在为女孩按摩穴位，不断地穴位
刺激终于有了效果，在飞机即将

落地时女孩渐渐有了意识，9点26
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杭州萧山国
际机场。

落地后的一个细节给刘妍彤
留下了深刻地印象，“当时飞机落
地后我通过广播告诉旅客们先不
要动，开舱门后先让医护人员登
机救治，等到开门后没有一个人
站起来，大家全都坐在座椅上。”
刘妍彤说。

事后，机组继续准备后续航班，
在执行完杭州-广州航班后，刘妍
彤第一时间联系了杭州的同事，“当
时我们杭州的同事陪着去了医院，
他告诉我们女孩到医院经过治疗后
有很大的好转，已经在吃饭了，也联
系了她的家人。”刘妍彤说。

刘妍彤坦言，以前飞行中也遇
到过旅客生病的情况，但这一次是
她飞行十年时间里遇到最棘手的
一次。“以前不管旅客因何生病，
起码能够正常沟通病情，但这一
次很难跟旅客沟通，好在经过努
力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刘妍彤
说。每年，山航机组都会进行多次
的机上紧急救援训练，包括心肺
复苏、外伤包扎、各类医疗设备使
用等培训科目。当旅客出现晕倒
等不适症状时，乘务员会首先判断
发病原因，判断不清时要及时为旅
客吸氧。

9月18日上午，山航SC4897航班在万米高空上演了一场“空中救援”，飞机巡航过程中机上一名旅
客突发疾病，身体僵硬四肢抽搐且有昏迷级呕吐等症状，机组在两名中医理疗师旅客协助下，在空中展
开了对患病旅客的救治。同时，山航地面签派员也及时协助机组并联系相关地面人员。

最终，这架原本由烟台飞往广州的航班备降至杭州，山航空地联动，快速打通了一条空中生命通
道，飞机落地后在医护人员的救治下，旅客转危为安。

航班乘务员和热心乘客联手对患病旅客紧急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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