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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女婴被弃公共厕所 差点淹死
消防人员救出女婴 经抢救捡回一命
》社会传真

80后小伙捐
“ 生命的种子”
拯救北京25岁女性白血病患者

大头女婴被弃于东长治路一小区内的公厕。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昨天清晨，
虹口区东长治路一处老式石库门弄堂的深处不断传出阵阵微弱的叫声，
随后一名赤身裸体的女婴在公共厕所内被人发现。整个人被卡在了厕所粪池的管道口
处，全身污秽不堪，并已经奄奄一息。直至消防人员赶到将其抱出后，众人更是惊讶地发
现，
女婴腹部的脐带都还没有被剪断。这名女婴被紧急送往医院，所幸最终抢救及时转
危为安。
本报记者 梁峰

婴儿被弃厕所，只露出一个头
虹口区东长治路、公平路附近，除了
鳞次栉比的高楼外，还有大量的在建工
地，当然也少不了几片等待动迁的石库门
里弄。东长治路９１２弄内，地面坑洼、脏乱，
由于房龄较长，所有的居民至今都还在用
着痰盂和马桶，倾倒污物的公共厕所自然
不可或缺。弄堂里的居民们未曾想过，就
是这个时而需要捂着鼻子通过的厕所，会
成为大家议论的热点。
昨天清晨５点１５分许，天还未亮，居民
葛老太太的儿媳同往常一样起床下楼倒
痰盂，
并准备出门上班。
“ 她当时讲，说听
到厕所里有声音，像是猫在叫。”葛老太太
回忆起早先的情形，责怪起自己的随意，
“ 我们在家里就一点声音也听不见，所以
大家都没有去多想。”

随后直到清晨７点左右，天色渐亮，负
责厕所清洁卫生的环卫工照例前来。这名
环卫工同样听见了类似于猫叫的声音，而
借着室外的光线，他这才惊讶地发现，厕
所用来倾倒秽物的水斗下方，竟然有一个
婴儿。这个水斗接近漏斗的造型，最下方
通过一条缝隙通向粪池，而婴儿就卡在这
条缝隙之中。
周围居民听见环卫工的大声呼叫，
也纷纷赶来查看。
“ 婴儿的身体已经全
部从缝隙掉了下去，只有一个头因为比
缝隙稍微宽一点，所以头露在外面，卡
住以至于没有掉下去。”在场的葛老太
太告诉记者，
“ 如果直接掉下去的话，恐
怕就淹死了，甚至要过很久才能被人发
现。”

消防人员救出，一度奄奄一息
此时，孩子的身上不免沾上了污物，
起先尚在低声地哭泣。众人匆忙拨打了
１１０和１２０，并且守候在公共厕所的门外，
防止有其他不知情的居民继续前来倾
倒。在此期间，孩子由于赤身裸体，发出
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渐渐地没有了声音。
民警和１２０医护人员先后赶到，但因为婴
儿被卡在缝隙之中，婴儿身体比较脆弱，
众人都不敢善举妄动，生怕对孩子造成二
次伤害。
随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小心翼翼
地把婴儿从倾倒污物的水斗内抱出。很
多在场居民一时间都惊呆了，甚至有居
民留下了同情的泪水。
“ 抱上来是一个
女婴，非常小，脐带和胎盘还连在身体上

没有被剪断，肯定是刚刚生出来的。不过
这个女婴一点没有反应，既不哭，也不
动，我们都以为她已经死了。”居民们告
诉记者。
女婴之后被救护车紧急送往新华医
院。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女婴刚送到医院
时，呼吸几乎已经没有了，全身都很冷。医
院对婴儿进行了吸氧和心肺复苏等急救
措施，同时又把她的身子擦拭干净，并进
行保暖。幸运的是，女婴显得极为顽强，
最终成功挽救了这名女婴。待女婴生命
体征平稳后，被转院至虹口区中心医院
进行治疗。
医院经过体检发现，这名女婴外观没
有明显的先天性疾病。

行为涉嫌遗弃罪，
警方介入调查
事后，此事引起了附近不少居民的议
论。
“ 做出这种事实在是太狠心了，虎毒不
食子啊。” 居民对此表达出自己的愤怒。
“ 这还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这么做显然
是想让这个婴儿死。”
据了解，由于是老式里弄，小区物业
并没有安装摄像探头，大门附近的两个探
头为小区居民自行安装。目前虹口警方已
经介入调查，并调阅了居民自家探头的监
控录像，积极寻找线索。警方希望知情人

士积极提供线索。联系人：黄警官，电话
１３９０１８６３２２３。
相关法律规定，父母故意丢弃婴儿，
情节恶劣的，比如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重
伤、死亡的，或者被害人因被遗弃而生活
无着，流离失所，被迫沿街乞讨的，最高可
获刑５年。如果是将婴儿遗弃于没有行人
或人迹罕至的地方，其行为则严重侵犯甚
至剥夺了弃婴的生存权，还将涉嫌故意杀
人罪。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上海市第２５５
例配对成功造血干细胞——
—３２岁的崇明
小伙儿蔡雷昨天进行了采集，他的造血干
细胞将送往北京，拯救一位２５岁的女性白
血病患者。
昨天上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国际
医疗保健中心２楼的病房里，３２岁的崇明
小伙儿蔡雷病床旁的干细胞采血机开始
工作。血液从扎在蔡雷右胳膊静脉的采集
管流出，经过采血机分离出干细胞，其余
血液成分均通过左胳膊静脉流回蔡雷的
身体。前两天打了动员针的蔡雷一直乐呵
呵的，他把市红会颁给他的博爱奖章挂在
３岁的女儿佳佳脖子上。
出生在崇明的蔡雷从上海市城建学
校毕业后，进入普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因为特别能吃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
几乎干遍了公司工程部的各个岗位：测量

员、质量员、预算员，跑工地，做检测，这些
磨炼让他很快成为了部门的项目经理，并
在２００９年获得了国家第一批市政行业和
房屋建筑行业双专业的二级证书。
蔡雷是个热心人，
“ ５·１２” 地震后他
悄悄到献血站献血２００毫升；２００８年９月，
蔡雷和几个同事一起参加了
“ 为了生命的
希望工程·普陀青年干细胞骨髓入库”仪
式，当时和他一起报名参加的同事洪斌，
在２００９年就成功配对，拯救一名１７岁的北
京少年。普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是个仅有
６０个正式员工的单位，已经有１０多人报名
加入中华骨髓库，２人配对成功。
如今，蔡雷终于实现了干细胞捐献，
从他的血液中分离出的“ 生命的种子”，
将在采集完之后立刻由专人送往北京，而
北京的那位白血病患者，也将立刻接受移
植手术。

8岁孩童误吞两块小磁铁
“ 小肠纠结”医生妙手解除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玩耍时不慎将
两块磁铁吞进肚里，８岁男孩的一段小肠
被吸在中间。上海市儿童医院近日成功救
治了一例特殊病例，专家提醒家长，家长
要尽量避免孩子接触容易产生
“ 危险”的
物品，让儿童远离意外伤害。
８岁的小熊
（ 化名）是个活泼好动的
小男孩，前日因玩耍时不慎将两块磁铁吞
进肚里，焦急的父母带着孩子辗转跑了数
家医院，但都因情况特殊无法通过内窥镜
为孩子进行异物取出。
上海市儿童医院医生接诊时，距离
小 熊 误 食 磁 铁 已 近 ４０ 小 时 。 孩 子 入 院
后，普外科医生根据熊宝宝的病情和腹
部Ｘ线检查结果，发现磁铁的位置已进
入肠道，并已对肠道组织产生损伤，通过

消化科急会诊，讨论建议需马上进行急
诊手术。
普外科主治医师在与家属充分沟通
后，即刻为孩子进行了腹部外科手术。术
中，主刀医生发现被孩子吞进肚里的两块
磁铁已不在同一段肠管里，一块磁铁在大
肠，而另一块磁铁则嵌在了小肠，两块磁
铁紧紧的吸在了一起，将另一段小肠夹在
了中间，形成了类似三明治的结构，由于
磁铁的吸力极强，已造成小熊腹部肠段三
处坏死；经过１个多小时的急诊手术，
“ 惹
祸”的两块磁铁终于被顺利取出。
普外科徐伟珏主任医师介绍说，儿童
消化道异物大多数可自行排出或通过内
窥镜取出，像
“ 熊宝宝”这类需要外科手
术的特殊病例实属罕见。

渔船失踪60多小时后被找到 发现一具遗体
本报讯 记者 陈轶珺 通讯员 潘洁
沣 失踪多日的
“ 沪南渔４００１６０”前日终
于被发现。在船体开放区域发现一名遇难
渔民遗体。截至记者发稿，仍有６名渔民失
踪，失事渔船正被拖往芦潮港岸边，抵岸
后将进行全面清理核查。
据介绍，１１月２５日１９时许，上海海上
搜救中心接报，
“ 沪南渔４００１６０” 轮在南
汇嘴以东海域失踪。海事部门随即展开了
长达６０多个小时的搜救行动，但未发现失
踪船舶和人员。经评估和咨询搜救专家意
见，上海海上搜救中心定于前天中午１１时
终止大规模搜救行动。

前天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中止后，仍然
留在现场搜寻的船舶在南汇嘴附近浅水
区某处发现水流异常，上海海事局随即指
派
“ 海巡１００４”“
、 海巡１００８”和
“ 沪南捞２
号”赶赴现场。１４时１２分，
经探摸打捞后确
认，该沉船为失事渔船
“ 沪南渔４００１６０”，
目前仅在船体开放区域发现一名遇难渔
民遗体。
目前，失事渔船正被拖往芦潮港岸
边，抵岸后将对船舱封闭区域进行全面清
理核查。据了解，海岸电台目前仍在继续
播发航行警告，ＶＴＳ信息广播提醒附近船
舶注意搜寻。

四川北路一男子命丧家中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柏 可 林 前 天 晚
上，四川北路１５６９弄３０号某住户的男主人
在家中身亡。据社工介绍，死者平日里有
酗酒的习惯，死亡原因可能与饮酒过量有
关。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警方证实，目前具
体情况仍在调查之中。
瞿先生和妻子、女儿居住在四川北路
１５６９弄３０号的居民楼里，前天晚上７点左
右，当妻子下班回家后，看见丈夫还躺在
床上。妻子以为丈夫还在睡觉，就上前推
他，不料丈夫的身体竟然呈僵硬状。惊慌
失措的妻子立刻拨打１１０报警电话，警方
到场后确认，瞿先生已经身亡。

虹口区专职社工杨先生告诉记者，瞿
先生今年５４岁，上海人，没有固定职业，
白天独自在家，妻子上班，女儿还在上
学。据了解，瞿先生一家经济条件不太乐
观，把一套狭小的老房子租住出去，靠租
金和妻子的工资度日。
“ 家属称，瞿先生
平日身体不错，没有慢性病和遗传病。不
过瞿先生小时候曾经受伤，导致下身骨
头错位，走路有点跛。”另据社工介绍，瞿
先生有酗酒习惯，其死亡原因可能与饮酒
过量有关。
目前，警方已介入，具体死因仍在调
查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