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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女子跪地施救昏迷老人，老人女儿感恩呼唤——

“救我母亲的好心人，我要好好感谢你”
□记者 杜文育
本报许昌讯 “当时情况太危急了，如果不是她，我妈就不行了。”11 月 23 日，黄建丽女士接受大河报记
者采访时说，
“救我母亲的好心人，
你在哪儿？我要好好感谢你。”

现场丨陌生女子跪在地上掏出晕倒老人口中呕吐物
黄建丽家住许昌市区，她母
亲今年 78 岁，患有高血压。11 月
20 日上午，她和母亲一起到一家
生活广场购物。中午，二人到三
楼餐厅就餐。
12 时 40 分左右刚吃完饭，母
亲还没有站起来，突然说：
“ 我眼
睛啥也看不清了，头又晕。”黄建
丽回忆，还没等她走到母亲身边，
老人就忽然晕倒。
虽然自己已经 50 岁了，但面
对突发事件，她还是手足无措，禁
不住大哭起来，连电话也拨不出
去。
慌乱中，有热心市民大声喊：
“有人晕倒了，这里有没有医生？”
有人则拨打 120 求助。话音刚落，
附近一位就餐的女子搁下食物，
跳过餐桌，来到老人身旁进行施

救。其他人帮忙挪动桌椅，腾出
一片空地。
“救我母亲的是一位 30 多岁
的女士，戴着眼镜，剪发头，穿黄
色毛呢外套。”黄建丽描述，戴眼
镜女士跪在地上，胳膊揽着她的
母亲，一边用手掐母亲的人中，一
边用手从母亲嘴里掏出呕吐物。
母亲的呕吐物弄了对方一身，但
这位女士一点都没有介意。另
外，还有一位 20 多岁的女孩，也在
一旁帮忙。
大约 10 分钟后，老人慢慢恢
复了意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 120
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
见老人已经脱离危险，救人
的这位女士才离开。黄建丽询问
她的名字，她没有回答。

寻找是感恩，寻找是牵挂
灿烂星空，谁是
真的英雄，平凡的人
给我太多感动。这个
寻人启事，是李金成
老人对善良的执着，
是黄建丽与她母亲对
善意的报答。对陌生
人施以帮助，救人于
危难之中，陌生人之
间也会传递着关爱，
感动与温暖。尽自己
的能力去帮助身边的
人吧，或许你的举手
之劳，就点亮了他们
世界里的某盏明灯。

经检查，老人患有高血压， 持患者呼吸道顺畅，防止患者窒
有些脑梗。许昌市第二人民医
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热心市
院医生王玉斌说，老人突然出现
民的救助是非常及时的。王玉
昏厥，若抢救不及时极易危及生
斌说，网络上有很多老人跌倒
命。
“扶与不扶”的话题，而这位勇于
突然出现昏厥与瞬间缺氧
救人的女士，
值得大家称赞。
有关系，特别是老年人，吃饭时
餐厅人员流动量大，不久
不能吃得太饱，最好不要到空气
前，一根面条呛在 2 岁的孩子喉
不流通的地方。王医生说，若突
咙里，情形也非常危急，幸得一
发昏厥，周围的人可以掐患者的
位顾客及时相救才脱离危险。
人中穴或合谷穴进行强烈刺激， 生活广场三楼餐饮部负责人说，
帮助患者恢复意识，如果有呕吐
关键时刻，热心人能出手相助，
现象，还应及时清理呕吐物，保
这种精神确实让人感动。

感谢丨希望找到恩人
“现在我母亲已经康复，可
以正常生活了。”黄建丽说，若没
有这位女士的救助，后果不堪想
象。
事发当日下午，黄建丽到餐
厅调取监控画面，希望能找到恩
人，但由于监控画面过于模糊，

无法辨认现场人员。黄建丽说，
全家人都希望能找到对方，当面
向她们表示感谢。
如果有读者知道线索，可以
拨打大河报驻许昌记者的热线
电话 13937446988 进行联系。

30 年前，他从积水里救出被卡女孩

“我想找到被救姑娘，
想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记者 朱建豪 文图

心愿丨如今卧病在床，期盼见一见被救姑娘

本报讯 那个姑娘，如今你还
好吗？昨日，平顶山市 71 岁的李
金成老人向本报求助，1985 年 8
月的一天，老人来郑州办事，巧遇
大雨天，在桐柏路看到一位年纪
约 18 岁的姑娘，骑自行车时连人
带车卡在了窨井里，积水没过其
下巴。老人下水救人后离开，两
人一句话都没说上。如今，老人
生病住院，希望找到当年的姑娘，
了解其近况，以了却这桩心事。
有心理专家认为，不管是否掺杂
私心，
这是善良对圆满的期待。

李金成是平顶山市平煤集
团的退休职工，今年已经 71 岁
了。因患冠心病、心绞痛和高血
压，住进了郑大一附院，等待进
行心脏搭桥手术。近日，在和病
友讨论人生时，李金成想起 30
年前的这件往事。
“不知道这 30 年来，她过得
怎么样。”李金成说，那时他 41
岁，女孩约有十七八岁的样子，
身子瘦弱，面容清秀，现在自己
老了，也没别的要求，只是想知
道曾经的这个姑娘过得怎么样，
如果能见到这个姑娘就好了。
“人老了，就怕有遗憾，我就
这一个心愿。”李金成说，自己不

平顶山市 71 岁的李金成老人

编者按

紧急丨不及时相救会有生命危险

讲述丨30年前，
他从积水里救出了小姑娘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
院部病房里，来自平顶山的老先生
李金成坐在病床上，讲述了自己
30 年前经历的一件事。
1985 年 8 月的一天，李金成
记得，那天大雨滂沱，他受单位指
派，驾驶一辆东风卡车，从平顶山
到郑州一处仓库拉货。早上 8 点
左右，李金成行至桐柏路与棉纺路
交叉口时发现，该处积水深不见
底，轿车一类的小车全都抛锚了，
一些市民正打伞围观着什么。李
金成走进人群发现，在交叉口以南
不远处的积水深处，一个女孩的头
部露出水面，身旁还有一辆自行
车。李金成立即下水，这才发现积
水有一米深，直接没过腰部。靠近
女孩后，李金成发现女孩的身下是

一口窨井，巨大的水流正在流入窨
井，女孩是连人带车被卡在窨井
口，积水已经没过女孩的下巴，如
果继续涨水，
女孩就有生命危险。
女孩因挣扎而虚脱，已经无法
说话。李金成试图将女孩拉出窨
井，但怎样都拉不出来。一位刚从
菜市场出来的菜农见状，也赶来帮
忙，两人合力将女孩拉出来。李金
成将女孩抱进自己汽车的驾驶室，
待女孩稍微好转后，李金成放下女
孩离开了。
“她应该是受惊吓了，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李金成回忆说，当时
因为提货还要排队，时间紧张，只
好赶紧去仓库提货了，之后就没再
联系过。

图名不图利，也不缺钱。李金成
也断定，当年，姑娘和家人肯定
也曾寻找过他，只是没有找到而
已。如果姑娘能来，他们还可以
见一面。李金成说，不奢求能找
到这个姑娘，这位姑娘愿不愿意
见他，也都不要紧，他只是不想
留遗憾。
李金成的爱人告诉记者，老
人当年救人后，谁都没说，只跟
自己提过，现在提起来，也只是
想看看曾经救过的人，其实就是
希望这位姑娘能过得很好。如
果这位姑娘能来或者托人捎信
儿，告诉老人，自己过得很好，他
也就知足了。

呼唤丨就只要一个圆满的结果
做好事的悄然离开，被救的
人和家人到处寻找恩人。这样
的故事，我们见多了，但像李金
成老人这样，救人的四处寻找被
救人的故事，
你可能没听说过。
对于这一状况，李金成很乐
观地说：
“我没别的意思，我救的
人，我想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仅
此而已，能不能找到，她来不来，
都不强求。”
“他做了善事，只希望有个
良好的结果。”高级心理咨询师
刘金洋认为，人进入老年总希望
了却一些心愿。李金成希望找
到当年被救的姑娘，看看姑娘过
得好不好，其实是在期待一个良
好的结果，他当年用善良救助了

姑娘，现在也希望自己的这份善
良有一个好的结果，想知道姑娘
的健康有没有受影响。刘金洋
说，不管老人的这个希望有没有
私心，都是一种善良对圆满的期
待。
30 年过去了，郑州城市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中
村拆迁，人口流动，求学升迁，彼
时十七八岁的姑娘，如今已是中
年，或早已远嫁他乡，或已异地
求学安家他方。要找到这位姑
娘，
确实困难。
看到这里，如果您是当年的
这位姑娘，您是否愿意满足这位
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愿意，请
拨打 0371-96211 与我们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