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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 小爱汇聚大善]

老人晕倒 学医小伙儿挺身义救
半年多前，他还曾在地铁上救过一个晕倒的女孩

这姑娘您认识吗
警民联手救助

□记者 贺笑天 刘瑶

核心提示 | 23 日，郑州裹在绵绵
秋雨中瑟瑟发抖，而 906 路公交
车上的一幕却温暖了所有乘客的
心：一位老人突然晕倒，学中医的
小伙儿挺身而出施救，所幸老人
目前身体已无大碍。而这已经不
是小伙陈辉第一次救人了，半年
多前他就在地铁上救过一位同样
是突然晕倒的女孩……

为她找家
□记者 杜一格 文图

老人恢复意识后，
120 急救人员也过来了。 陈辉 供图

【事件】
公交车上老人晕倒，
小伙儿施救
23 日晚 6 时许，在郑州 906 路公交
车上，
发生了感人的一幕。
“ 谁 是 医 生 ？ 快 救 救 我 老 伴！”当
906 路公交行至二七广场附近时，车厢
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一位老年男
性乘客突然晕倒。
“ 我是医生，让我来！”
一名男子主动站出来，上前对老人进行
急救，
让老人转危为安。
昨天下午，大河报记者联系上救人
的男子，他叫陈辉，今年 33 岁。陈辉说，
当时正处高峰期，车上人很多，不少乘客
都纷纷帮忙喊“车上有没有医生”，听到
大家的喊声，一股强烈的责任感，让他站
出来，
“ 我 2011 年毕业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后来在一家医院临床工作 3 年，虽说
现已不在医院工作，但毕竟有救人经验，
紧急时刻，必须站出来。”
陈辉说，老人恢复意识后，120 也来
了，救治过后，老人不愿去医院，急救车
就走了，
“ 把老人送到他儿子接站的地
方，
确定无事后我才离开。”
“真是遇到好心人了！”昨天下午，被
救老人的儿子武红帅说，父亲今年 66
岁，当天老两口从老家禹州回郑州，在航
海路汽车总站坐 906 路公交车回家。父
亲说车上有个年轻人对他施救，120 也
来了，确定没事后，也没收钱就走了，
“父
亲晕倒后，陈辉一直跟我保持电话联系，
还陪着父母下了公交车。”

【回忆】
他曾在地铁上救过一个晕倒的女孩
这不是陈辉第一次救人了。
记者昨天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 3
月 28 日下午,郑州地铁一号线西流湖
方向列车，行驶到郑州东站附近时，一
名 20 多岁的女孩突然晕倒在地，不省
人事。她身边一位中年女性见状大呼：
“快救人！”
陈辉正坐在这节车厢里。听到呼
喊后，马上冲到女孩身边，边掐穴位边
对其头部进行按摩，那位中年女性也加
入进来，和陈辉一起施救。大约两分
钟，
女孩渐渐恢复了意识。

陈辉仔细观察着女孩的变化，直到
她基本可以正常说话，体力基本恢复
了，他叮嘱她一些日常防病知识，才放
心下车。
昨天，记者辗转联系上当时晕倒的
女孩姚雪丹，她说自己在焦作念大三，
那天是专程到郑州考计算机二级证的，
晕倒在地铁上后，
幸亏有好心人帮忙。
姚雪丹说，自己平时看过一些人心
冷漠的新闻，这次亲历晕倒被救，心里
非常感激。

本报讯 10 月 23 日，大河报新闻热线
接到市民反映称，在路边有一名外地口音
的小女孩(见下图)求助，说是从山西运城
来,在此迷失。
23 日下午 3 点，大河报记者赶到郑州
市互助路与百花路交叉口附近，在建设路
公安分局治安一中队内看到，一名十四五
岁的女孩坐在值班室长椅上。交流中，女
孩自称李盼盼（音），家住山西省运城市永
济市，是永济中学初一学生。她是 21 日
在校外买东西时，跟两名男子来到郑州，
后来趁人不备偷跑出来求助的。
女孩说，手机和身份证号都记不住，
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遇到的事情也是
过眼就忘。
当晚 8 点，女孩被民警送至长江路上
的郑州市救助站妥善安置。目前民警正
在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如有市民认识这
名落难女孩及了解其家人的相关信息，欢
迎提供线索至郑州市救助站相关科室
0371-68953532，争取帮女孩回家。
线索提供 吴先生 稿酬 100 元
新闻热线 96211

搭救陌生人，
我们为啥一说再说
郑州公交三公司三车队党支部书
记孔超萍称，他们车队共负责 200 多辆
公交车，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共发生 10
起左右的乘客晕倒事件，
“ 实际数量肯
定还要高，有些车长不上报。”
孔超萍告诉记者，夏天是车厢内
晕厥的高发期。令人欣慰的是，每当
发生类似的情况，都会有好心人第一
时间站出来施救，有乘客有车长，
“有
心的车长还会准备一些急救药物，如

速效救心丸、人丹等，而且公交公司还
会对车长进行急救培训，做到有备无
患。”
陈辉地铁救女孩的事，已经过去
半年多了，为啥还要拿出来说？因为
我们不想让这些充满爱的细节被淹
没，不想让这些不怕“麻烦”的年轻人
感受不到助人救人的价值和社会的认
可。

这是谁家的孩子
民警偶遇迷路学童

送他回家

□记者 李岚 通讯员 申建中

二七区举行慈善捐赠活动

2600 万元！善款为爱汇聚
□记者 李岚 文图
本报讯 10 月 21 日下午，郑州市二七
区举行了“温暖二七·让爱传递”启动仪式
和大型慈善捐赠活动。郑州慈善总会会长
姚待献，郑州市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
任裴保顺，二七区委书记陈红民，区长苏建
设等领导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
近 100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现场共捐出
2600 万元善款。来自该区的 12 名困难群
众，
每人当场获得了 5000 元的救助金。
21 日下午 2 时 30 分，捐赠活动正式开
始。现场爱心人士纷纷举牌捐款，来自建
中街办事处辖区的爱心人士曾平，个人捐
出 6 万元善款。常年坚持做慈善的雷锋哥
谷殿明，此次也捐出 9000 元爱心款。爱馨
养老集团捐出 120 万善款。
据二七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活动所募集的善款，主要用于开展各类助
学活动、完善安老工程建设、建立残疾人基
金、救助贫困家庭、支持参与防治污染等方
面。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近 1000 人参加了此次捐赠活动。

本报讯 黑夜中，正在路边散步的新
密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大队长朱洪建，无
意中发现身后有人跟随。扭头一看，发现
是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经询问，才知道
小男孩因为贪玩，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
车，不敢独自走夜路回家，听到在路边散
步的朱洪建在打电话时，多次提到“交警
队”，
便跟在其身后寻求保护。
10 月 21 日晚上 8 时 30 分，朱洪建晚
饭后在青屏大街马庄村路段散步时，感觉
身后有人跟着，便扭身查看。跟在身后的
小男孩见其停下，也停下脚步。男孩自称
文文，是新密市第三小学学生，家住学校
附近。当天下午放学后，他跟几名同学一
起，坐公交车到马庄村附近玩耍。玩到天
黑后，最后剩下他一个人。由于此处离家
有 6 公里远，最后一班公交车也在半个小
时前走了，不知所措的文文正犹豫着要不
要冒黑走回家时，听到路边朱洪建在打电
话，听到朱在电话中多次提到“交警队”和
“民警”等内容，猜测他是一名警察，便悄
悄跟在其身后，给自己
“壮胆”。
得知文文不敢走夜路回家，朱洪建立
即通知在附近巡逻的五中队民警崔玉明、
慕海涛，护送文文回家，四处寻找孩子的
家长得知孩子被民警发现，激动得泣不成
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