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6日 星期六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唐鼎

综合AⅠ·04

列车两次广播寻医
他两次挺身而出

“孩子突发急病，我们广播
之后，罗医生主动到现场给孩
子进行救治，孩子转危为安。
罗医生的挺身而出，让人非常
敬佩。”7月5日，中国铁路济南
局集团公司济南客运段G279
次列车长石凯介绍了6月 30
日在G279次列车上发生的两
起突发情况，所幸这两起事件
都被罗红波医生化险为夷。

“各位旅客请注意，16车
厢有位旅客腿部摔伤，如车上
有听到广播的医生请尽快赶来
帮忙。”6月30日12时许，一名
3岁左右的儿童攀爬座椅时不
小心摔到膝盖，不能动弹，孩子
一直哭闹，孩子奶奶吓得不知
所措，列车员将情况报告给列
车长石凯，石凯立刻联系广播
寻医。此时的罗红波正在9车

厢用餐，听到广播后赶到16车
厢，向列车长表明身份。

“罗医生是第一位赶到的
医生，刚好他又是骨科医生，非
常细心，很快就解决了小孩子
的问题。”石凯介绍道，罗红波
到现场时，孩子一直捂着左膝
说疼，不能动弹。罗红波为孩
子检查，发现孩子左膝关节伸
曲没有明显受限和抵抗，分析
骨折的可能性不大。接着，罗
红波鼓励孩子走了几步，确定
孩子不是骨折，这个结果也让
众人松了一口气。为了消除孩
子奶奶的顾虑，罗红波建议下
车后带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子进
一步检查。

下午2时许，列车刚过了
武汉，寻医广播再次响起，13
车厢一名8岁左右的孩子突然
呕吐、抽搐，脸色苍白头冒虚
汗。在12车厢的罗红波听到
广播后第一个赶到了13车厢。

“现场有很多人围观，小孩
吐了一大片，脸色蜡黄，满头大
汗，四肢却冰凉，呼吸、心率加
快，说不出话，情况很不好。和
家长沟通后得知孩子最近发
烧，考虑到孩子可能是发烧及
饮食不当引起的热痉挛，癫痫
发作。”罗红波介绍孩子当时的
情况。在罗红波的引导下，孩
子平躺下来，头偏向一侧。列
车员拿来毛巾等为孩子保暖、
擦拭呕吐物。几分钟后，孩子
的面色转红润，心率也正常起
来，情况逐渐好转，罗红波问了
孩子姓名，虽然声音有些虚弱，
但是孩子已经能应答。罗红波
见孩子情况稳定，详细告知家
长应注意的事项。

列车长感动之余
发来感谢信

7月4日，石凯根据罗红波

在列车上医治病人时登记的调
查信息联系上了其所在的夏邑
县第二人民医院，并发来一封
感谢信，石凯在信里写道：“在
罗红波医生的实际行动中，看
到了他朴实无华、默默奉献的
职业精神，更看到了他救死扶
伤、处变不惊的高尚态度，正是
他的这种无私付出与热情，给
医护行业增添了纯洁高尚的光
环。在此代表被救治旅客家长
和铁路部门向罗红波医生表示
诚挚的谢意，感谢罗医生高风
亮节。”

“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员，遇
到旅客突发急病，只能广播寻
医。暑期很多家长带着孩子
打工、探亲，饮食、天气等因素
影响，导致旅客突发情况较
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旅
客不能得到及时救治，一方面
会耽误病情，另一方面可能需
要列车临时停靠，影响列车运

行。所以罗红波医生的挺身
而出不仅帮助了旅客也为我
们解决了问题，再次表示感
谢。”石凯说道。

“这没啥，都是我身为医生
应该做的”

据了解，罗红波是夏邑县
第二人民医院医政科主任、骨
科医生，已从医8年，6月30日
他受邀去广州参加《关于召开
全国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
级评价标准》会议，乘坐了这辆
开往广州南的G279次高铁列
车。

谈及高铁救人一事，罗红
波有些不好意思，“这没啥，都
是我身为医生应该做的，这是
我们的天职。现在医院都知道
了，我明天都不好意思去上班
了。”

列车广播寻医 他两次挺身而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陈曼 通讯员 张杨

“6月30日由济南局集团公司担当值乘的G279次列车，列车运行途中分别有两名儿童突发急病。贵院医生罗红波听到列
车广播寻医后两次挺身而出，救死扶伤……”7月4日，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济南客运
段G279次列车长石凯的感谢信，感谢该院医生罗红波列车上两次挺身而出为两名小旅客诊病的事情。

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罗红波在高铁上让两位突然发病的乘客化险为夷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出
彩河南人”之首届最美退役
军人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获
悉，首届最美退役军人39名
候选人已经正式产生。即日
起，公众可通过河南广播电
视台公共频道微信公众号进
行投票。

“出彩河南人”之首届最
美退役军人宣传推介活动由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河南省军区
政治工作局主办，河南广播电
视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协
办，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承办。活动旨在挖掘宣传一
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我省
经济社会建设各个领域取得
明显成就、作出突出贡献的优
秀退役军人典型，充分展示退

役军人永葆本色、奋发图强的
优秀品质和良好精神风貌，
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关心国
防、尊重尊崇退役军人的浓
厚氛围，动员广大退役军人
倍加珍惜荣誉、积极投身国
家建设发展，立足岗位作贡
献，建功立业新时代，激励广
大干部群众学习最美、争当
最美，激发争做出彩河南人

的强大正能量。
宣传推介活动启动以来，

全省各地、有关省直单位高度
重视、积极参与。截至6月5
日，组委会办公室共收到各
地、有关省直单位上报事迹材
料146件。组委会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和向基层一线倾斜
的原则，经过初评，最终确定
了39名候选人。现将候选人

名单及事迹公布（按姓氏笔画
为序），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踊跃投票，选出您心中的“出
彩河南人”之首届最美退役军
人。

投票平台：河南广播电视
台公共频道微信公众号（河南
公共频道）

投票时间：2019年7月6
日8时至7月10日18时。

“出彩河南人”之
首届最美退役军人候选人出炉

1.马步青

2.于来政

3.王多义

4.王迎光

5.亓国杰

6.王国顺

7.王彦秋

8.冯猛

9.史培西

10.刘庆言

11.吕秀彦

12.刘建民

13.刘国贤

14.刘淮

15.杨少民

16.张平洋

17.张红兵

18.杨延卿

19.李应贤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60岁

61岁

50岁

49岁

55岁

58岁

52岁

41岁

56岁

51岁

58岁

49岁

54岁

50岁

51岁

70岁

53岁

50岁

62岁

商丘市夏邑县马头镇白庙村村委主任

开封市通许县长智镇岳寨村党支部书记

河南省产品质量安全应急服务中心副主任

安钢集团炼铁厂主管技师

鹤壁开发区渤海路办事处工委书记

驻马店市汝南县王国顺快运（个体客运）企业负责人

驻马店市烟草公司遂平县分公司职工

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金沙湾公司负责人

安阳市北关区星源养老院院长

濮阳市濮阳县户部寨镇许窑村党支部书记

南阳市南召县新格海家电公司负责人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行政财务处调研员

许昌市禹州市市场监管局职工

信阳市淮滨县滨湖街道办事处前楼社区党总支书记

濮阳市城市管理局“老李服务热线”管理中心主任

平顶山市辛集乡张庄村党总支书记

周口市河南宝乐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洛阳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洛阳市洛宁县金珠莎梨示范园负责人

20.陈金莲

21.张琪

22.张德山

23.陈鑫垒

24.郑玉海

25.金海江

26.侯一风

27.贺民楠

28.赵金豹

29.郭晓建

30.聂红霞

31.郭志社

32.郭海涛

33.崔海江

34.温飞

35.董林伟

36.蔡友明

37.蔡旭芝

38.裴战国

39.薛德龙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85岁

38岁

51岁

26岁

62岁

57岁

92岁

55岁

56岁

47岁

53岁

64岁

55岁

57岁

44岁

33岁

68岁

50岁

62岁

67岁

鹤壁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已退休）

生前为开封市司法局科员（已故）

漯河市文峰乡李斌庄党支部副书记

许昌市河南拓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

漯河市召陵区邓襄镇沱沟村卫生所所长

河南储备物资管理局三七八处工人

周口市郸城县城关镇中心校教师（已退休）

南阳市公安局治安和出入境管理支队警务技术二级主管

周口市河南金豹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郑州市河南联合化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

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女警社区中队负责人

濮阳市盟城社区出租车司机

河南省地震局应急保障中心汽车队队长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鹤煤双祥分公司职工

新乡封丘县外国语学校校长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四队副机长

济源市玉泉街道办事处西水屯居委会专职调解员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清平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三门峡市义马安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焦作市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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