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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太迷路走进长江隧道
交警查找全市 42 名同名老人帮她找到家人
本报讯（记者 魏娜 通讯员 钱小军）早高峰期间，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在长江隧道里步行， 被视频监
控发现， 江岸交警立即开车赶过去将老人接出来。
由于老人只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不记得家庭住址，民
警查找出全市 42 名 60 岁以上的同名同姓者， 一一
核实，终于找到老人的儿子，将其接回家。
13 日上午 7 时 58 分， 长江隧道监控中心屏幕
上，从大智路入口进隧道 200 米的位置，出现一名穿
着枣红色衬衣的老人， 步履蹒跚地沿着隧道西线朝
武昌方向行走，过往车辆纷纷减速避让。
接到中控室通知后， 江岸区交通大队隧道警务
区警长张世勇迅速开车进入隧道， 只见一位短发婆
婆拿着一把红色雨伞， 正贴着墙壁往武昌方向慢慢
走着，不少车为避开老人，往旁边车道打方向。 张世
勇赶紧下车将老人接上车。
在车上不管怎么问，老人始终无法说清姓名、
住址和家人联系方式。 通过言语神态初步判断：这
是一位有老年痴呆症状的迷路老人。 张世勇随即
通过电台呼叫隧道公司巡线车辆， 将老人送到黎
黄陂路中队。
中队民警端上热茶， 耐心引导询问了 20 多分
钟，老人终于说出自己的名字“吴明霞”，说自己是某
知名高中的退休老师，家旁边有好又多超市，早上出
门散步后准备回家， 不知怎么就进了隧道。 其他情
况，老人说不清楚了。
通过警用手机终端 PDA 查询，本市老年人名叫
吴明霞的多达 42 位。几位民警花了 30 分钟，逐一核
对照片，终于找到户籍登记地为江岸太平里的 75 岁
老人吴明霞，并通过家庭成员的联系方式，联系上老
人的儿子。由于老人的儿子正在上班，他在电话里一
再表示感谢后，通知住在附近的妹妹前去接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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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内的迷路老人
上午 9 时许，老人的女儿匆匆赶到黎黄陂路中队，将
母亲接走。
交管部门提醒， 老人出门最好随身携带身份信
息和家人的联系方式，一旦发生迷路等问题，能方便
路人或警方协助快速找到家人。
交管部门提醒，隧道是一段相对封闭的环境，汽
车排放的尾气在短时间内难以流动， 必然会对人体

健康造成一定影响。此外，由于隧道出入口附近车道
较窄，弯道、坡道较多，光线变换强烈，汽车驾驶员视
野有限，对于突然出现的非机动车或行人，可能会躲
避不及，发生交通事故。 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隧
道内救援难度相对较大，还容易引发长时间拥堵。根
据我市的桥隧管理规定， 城市快速路、 高架桥、江
（湖）隧道都不允许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

2 岁患儿成功接受妈妈干细胞移植

低于 1%的匹配概率
被他们碰上
本报讯（记者 黄莹 通讯员 张璟祎）
13 日， 武汉儿童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
中心宣布，刚过 2 岁生日的瑞瑞干细胞
移植成功，刷新了湖北省内年龄最小接
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的纪录。
2015 年，29 岁的湖北荆门人靳雅
生下儿子瑞瑞。 去年 6 月，才 1 岁的瑞
瑞就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高危，
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一次次化
疗和随之而来的严重感染，让一家人备
受折磨。 但是孩子十分坚强，在又一次
严重感染 后 ， 他 连 续 一 周 反 复 高 烧
40℃，在全家都已绝望之时，孩子忽然
在第 8 天时恢复过来了。 正是这次经
历坚定了靳雅给儿子做造血干细胞移
植的决心。
接下来几个月，瑞瑞的父亲、爷爷、
外公等亲人都做过匹配， 但都不是提供
造血干细胞的最佳选择。 之所以母亲没
进行匹配，是因为匹配概率非常低，一般
都不是首选。 今年 2 月，抱着最后一丝希
望，靳雅自己与儿子进行了匹配，没想到
低于百分之一的几率竟然被他们碰上，

病区里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一时间好消
息传遍了病区和认识靳雅的人群， 大家
都替他们高兴。
靳雅和丈夫都是普通工薪族，大半
年的强化疗和反复感染，花光了家里积
蓄，还欠了不少债。 干细胞移植费用只
能通过慈善组织和网络爱心人士援助。
但经济问题并没有影响一家人救孩子
的决心。
今年 4 月 10 日， 开始造血干细胞
采集和移植。 妈妈给儿子捐献干细胞，
儿子在移植舱内等待新生。
5 月 11 日，在医护精心救治和一
家人共同努力下， 瑞瑞闯过了排异关、
感染关，可以出舱了。
目前，瑞瑞情况十分稳定。 多次复
查显示，这次干细胞移植成功了，靳雅
的造血干细胞已经在儿子体内稳定生
长。并且，瑞瑞刷新了湖北省年龄最小
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的纪录。 现
在， 母子二人都住在医院附近的出租
屋内， 他们还将在这里度过近半年的
适应期，这半年对孩子来说也很关键。

7 岁女孩捡到钱包
动脑筋找失主
最后从宽带缴费单找到线索

12 年每月坚持不辍

本报讯 （记者 杨幸慈 通讯员 贺小
红）7 岁女孩在停车场捡到一个手包，

巡堤员杭建权汛期值守仍未中断献血
记者刘睿彻 通讯员王腾
50 岁的江汉区水务局职工杭建权有两个身份，
值守龙王庙 13 年的优秀巡堤员， 听声就能辨水情，
人在堤在。 无偿献血者，22 年献血 205 次。 他说，两
个身份一直坚持，都成了习惯；都是守护着他人的生
命健康，他觉得很值。

给孩子们上献血知识课
13 日下午，杭建权在江汉区大兴路小学当校外
辅导员，走上讲台给孩子们讲献血知识。 他是从大
兴路小学毕业的，作为土生土长的“老武汉”，杭建权
两次横渡长江，对这个城市太有感情了。
杭建权告诉记者，他想让孩子们从小知道，献血不
损害健康，相反能帮助别人，会让武汉更像
“
家”的样子。
“平时不需要用血的时候，人们可能觉察不到血
的重要，但万一救人要用血，血从哪里来呢，这时就
会知道献血的可贵。 ”他说，更多的人参与献血，就
不会有用血紧张的状况出现。

“献血没商量”坚持 12 年

13 日，杭建权为大兴路小学学生普及
记者胡冬冬 摄
献血知识

萌生献血的念头是在刚上班的时候，杭建权在
东湖跳水摔破了头，流了不少血。 别人失血会担心，
他却直感可惜：“这么多血白流了，身体也没什么影
响，要是献血就不会浪费了。 ”
就这样，1995 年、1997 年，杭建权带着良好的愿
望，懵懵懂懂地献过两次全血。 真正影响他坚持献

血的，是遇到来自江城第一热血家庭的郭珍玲，郭珍
玲和丈夫刘源、儿子刘明明一家三口长年坚持献血。
2005 年， 热爱冬游的郭珍玲在龙王庙运动健
身， 见杭建权身体条件很好， 就鼓励他坚持无偿献
血，还推荐献成分血这种形式，能够每个月献血。“郭
老师算是我献血的引路人。 ”杭建权说。
郭珍玲告诉记者， 被自己鼓动去献血的人超过
七八十人，杭建权是坚持得最好的一位。她一直记得
杭建权的“名言”，那时，她建议献血前和家里人商量
一下，杭建权一句“献血没商量”，真是豪气。

值守大堤抗灾坚持献血
从 2005 到 2017 年，杭建权坚持每月献血 1—2
次，从未间断。 即使在去年 7 月，江城遭遇特大洪涝
灾害， 杭建权值守龙王庙江段大堤那段紧张时期也
坚持献血。
为什么能一直坚持。杭建权说，如果你把救人放
在第一位，就会合理安排时间。 坚持下来就不难。
献血后可休息半天，可杭建权拿着武汉血液中心
开的证明，从来没有向单位申请过休息。他总是利用中
午休息时间去献血，不影响工作。家里人对他献血最初
很担心，见他身体一直很好，也渐渐理解和支持他。
让他快意的是，江城献血的氛围越来越好。十几
年来，他发现参与献血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献血不用
等，现在还经常排队。

里面有很厚一沓钱，妈妈建议交给警察
处理，她冷静分析后，在原地等待并自
行寻找线索，成功联系到了失主。 6 月
13 日， 长江日报记者联系上家长丁女
士时，她反复说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 5 月 29 日， 中午 11
点半，三角湖小 学 二（3）班 女 生 宋 雨
歆和表姐在经开万达广场游玩后准备
回家吃饭。 在地下停车场等妈妈时，
她发现一个黑色男士手包， 打开一看
里面有钱包、 大量现金和一些证件，
她赶紧拿给妈妈看。 妈妈接过包，觉
得金额有点大， 若自行联系失主怕引
起不必要的麻烦，建议交给警察处理。
“现在是端午假期，如果报案处理起来
不会那么快，里面东西这么多，丢包的
人肯定很着急。 失主应该还在万达，
我们就在这里等。 ”宋雨歆逻辑清楚，
坚持在原地等待失主。
过了二十多分钟， 仍不见失主踪
影， 宋雨歆开始尝试搜寻线索联系失
主。 妈妈用手机拍下包内原始状态后，
宋雨歆从中找出身份证、行车证，又发
现一张电信宽带缴费单，用户名和身份
证名字一致。“妈妈，上面有个电话，我
们试着联系一下。 ”宋雨歆建议。
妈妈拨通电话，联系上了失主陈先
生。“当时失主还不知道自己丢了包，而
且已经离开万达， 又等了 20 分钟我们
才碰面。 ”核对了失主的基本信息和包

里的物品后， 宋雨歆将失物完璧归赵。
陈先生当即从包中抽出 1000 元作为酬
谢，宋雨歆和家人坚决不要，并笑呵呵
地离开了现场。
随后，陈先生在微信上又给丁女士
发了个红包，再次表示感谢。“孩子觉得
自己做得很对，也因为帮助了别人感到
快乐，如果收了谢礼事情就变味了。”妈
妈婉拒了失主的好意。
“听到太多捡到失物不还的例子，
看到太多帮助他人反遭诬陷、讹诈的报
道……可是，今天我亲身经历了钱包失
而复得的活生生的事例，使我打消了质
疑。 你的行为让我看到拾金不昧、乐于
助人的良好风气仍然在我们身边。 ”上
周五，陈先生打听到宋雨歆就读的学校
后，制作了一面锦旗，亲手写了一封感
谢信，送到三角湖小学。
班主任郭芬在班上表扬了宋雨歆
拾金不昧的事迹，“宋雨歆是个品学兼
优的学生，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她给同
学们树立了一个诚实守信的好榜样。 ”
但郭老师很低调，没有向上汇报，直到
校领导巡查时才发现锦旗背后的故事。
6 月 12 日， 三角湖小学在国旗下讲话
时向全校师生通报了这件事，宋雨歆也
因此成为学校月度榜样人物。
“这是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只要孩
子知道很多东西重于金钱， 帮助别人
自己也会快乐就够了。 让孩子在大家
肯定的目光中继续前进， 这是比说教
更好的教育。 ”丁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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