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兵陈翔《当那一天真的来临》

每一个男生都有过军人梦，陈翔也不例外，这个来自信阳
光山县的90后小伙子，骨子里就有一种勇士情结，从小立志
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2010年，陈翔梦想成真，入伍
沈阳军区一装甲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陈翔不幸受伤，因部队需要，他转到
内蒙古赤峰 119步兵旅，成为一名汽车兵。岗位不同，责任
同样重大，陈翔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负责做好每
一件事。

2012年，内蒙古赤峰下暴雪，附近很多蔬菜大棚积雪严
重，有压塌危险，陈翔和战友们第一时间赶往附近的农村大棚
扫雪，雪边扫边下，北风凛冽，冷得无法形容，但是却因和战友
们并肩作战而感到温暖。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一首《当那一
天真的来临》唱出已经退伍的陈翔对从军岁月的怀念和对战
友们的思念之情。

“兵妈妈”乔文娟《军中绿花》

今年 62 岁的乔文娟，曾先后荣获“全国爱国拥军模
范”“中国十大杰出母亲”“世界人民友好使者”等 90 多项
荣誉称号，但她喜欢的还是战士们亲切地叫自己“兵妈
妈”。1977 年，22岁的乔文娟上班途中被一辆失控的拖拉
机撞上，醒来后得知是解放军医生救了她，战士为她输了
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从 1979 年乔文娟开始了漫漫
拥军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一个热心
帮助战士的乔文娟，谁有了难事便纷纷给她写信，向她倾
诉，并亲切地叫她“兵姐姐”。1999 年，重庆籍驻洛某部战
士蒋友清被查出患有白血病，需骨髓移植，乔文娟在自己
骨髓配型不成功的情况下，寻遍全国 11 个骨髓库，历时 2
个多月，行程 1 万多公里，最终找到了那个“十几万分之
一”，使蒋友清重获新生。40年来，乔文娟也从“兵姐”“兵
嫂”，成了“兵妈妈”。一首《军中绿花》唱出了对全天下

“兵妈妈”的祝福。

消防战士毛志文 危难之时向前冲

毛志文从19岁入伍进入洛阳消防支队，至今已经在特勤
战斗岗位上度过20个春秋。

2009年4月14日，洛阳市红山乡洛北钢厂两辆液化气槽
车在串联供气过程中发生火灾，引发气体泄漏燃烧，喷出的液
化气火焰在槽车罐体的侧部和底部猛烈燃烧。根据现场测
算，槽罐车一旦发生爆炸，相当于250吨TNT炸药爆炸产生的
威力。危急时刻，毛志文主动请缨，他带领突击队员顶着高温
烈焰的烘烤四次冲进火海，终于降伏了火魔，消除了险情。

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不惧生死救民于难！这是消防官兵
心中最崇高的战斗誓言。

致敬可亲可爱的子弟兵

大河网友“机器猫”：提起中国军人，我会想到挺拔的军

姿、庄严的军礼，雪山戈壁、密林海岛，地震洪灾永远冲在最前

的背影，用血肉之躯，捍卫和平的努力……哪有什么和平年

代，你我不过是生在和平的国家。“八一”建军节来了，为中国

军人致敬！

腾讯网友“乡村爱情”：抗震救灾的现场，有你的光芒；扑

灭山火的路上，有你的力量；无论是保安居还是护边疆，总有

你的身影，这就是军人坚毅的翅膀。

大河网友“镜中世界”：八一建军节到了，有点想念边关

了，因为那里还驻守着熟悉的兄弟们。一轮边关月，从山头升

起，这场景常出现在梦中。祝所有的军人还有自己在八一建

军节快乐！

新浪网友“易水寒”：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保家

卫国。你们是国家的脊梁，是民族的钢铁长城，是我们全国人

民的亲人。在此，一个老战士向你们敬礼了！

7月 27日，“别人家的学校”成了热搜话题，据中国新闻网
官微消息，郑州大学西亚斯学院从该校贫困生家庭购买了26
吨西瓜，并且免费发放给暑期留校师生。网友纷纷转发表示
羡慕，坦言这样的帮扶行动比直接塞钱更打动人，帮助和慰问
一举两得。

据了解，这些西瓜来自于河南许昌女孩康平的家庭，其生
活贫困，今年家里种了十多亩西瓜，眼看西瓜成熟，一家人为
卖瓜犯愁。得知消息后，康平的母校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
院，一次买光她家所有西瓜，免费发放给暑期留校的师生。

暖心！别人家的学校

大河网网友“菠萝包还是韭菜饼”：又是别人家的学校，宝

宝想转学，宝宝要做一个吃瓜群众，小心脏暖暖的。

新浪网友“下雨的声音”：贫困女孩能上国际学院，一定是

品学兼优吧，母校的大力帮助确实老实在了，希望这种帮扶行

为能扩散出去。

贴心帮扶不流俗

大河网网友“think-123”:就喜欢这种贴心的帮助，不尴

尬，不流俗，一举两得，赞一个！善举是社会责任的飞翔之力。

知乎网友“素然”：一举两得的公益事业，农民不容易，农

产品滞销了可以通过学校或是其他大型体制系统消化，多吃

点贫困地区、贫困户的蔬菜瓜果。有时候事情很简单，用对了

方法，普惠众人！

“隐形”资助彰显人文关怀

知乎网友“一粒码头”：作为教书育人的机构，其核心文化

应是“以人为本”。得到世界温暖对待的人，会有更多的安全

感，学校的人文关怀，便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大河网网友“薯你笑-a”:此举从另一个方面上讲，也是

“精准扶贫”的体现。学校在尊重学生的基础上，了解到贫困

生家庭的致贫原因，出力解决，这种帮扶彰显人文力量。

人文关怀是大学可爱的地方

据校方介绍，学校这一暖心举动已经坚持了近20年，暑
期的西瓜福利一直是学校的传统。从1998年建校以来，学校
每年都会出资从贫困生家庭手中收购西瓜。一来是解决瓜农
销售难的问题，二来也慰劳了暑期留校工作的师生们，只是以
前规模小，可能只有几百斤，后来慢慢到十吨、二十吨……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华峰表示，人文
关怀是一所大学最可爱的地方。虽然无形，却充盈各处，虽然
柔软，却无比坚韧。于细微处流露的真情与责任背后，是一所
大学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所追求的精神气象。校方的举动，不
仅尊重贫困家庭的劳动成果，也给予了贫困生以充分的人格
尊重，体现出较高的人文价值。并且，学校也以这种方式关怀
了学校师生，让更多的师生寓教于乐。 （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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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军歌嘹亮 看鱼水情深
网友点赞女大学生暑期接

8份家教：

美好生活靠自己奋斗
“只要不放弃，生活总会好起来。”每次遇到困

难，20岁郸城女孩牛艳就会默念这句话。要勤工
俭学，还要牵挂着远在周口老家的奶奶，这个暑
假，牛艳接了 8份家教，平均每天都有两到三节
课。尽管生活艰辛，但牛艳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努力改变现状。7月 25日，大河报报道了这件
事，在网上引起热议。网友们纷纷点赞：“自强不
息的好女孩，一定会有好的未来。”

牛艳靠着自己的努力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
用勤劳和汗水改变生活，新浪网友“改之不去”说：

“牛艳相比如今一些只知道逛街、打游戏、大手大
脚花家里钱的学生来说不知强了多少倍。”因为有
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所以苦和累对牛艳来说不
是什么难事，而是激励她自强不息的精神财富。
大河网友“东方金阳”说：“牛艳是很多大学生学习
的榜样，这才是我们应该大力弘扬的楷模！”

很多网友觉得，遇到挫折与失败不怨天，不尤
人，不从客观上找借口，也不把责任推向别人，是
我们每个人应该追求的心态。网友“笑醉天”表
示，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
步，持之以恒，这样才能让自己不产生自卑心理，
才能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实现人生的目标。

也有网友认为，牛艳积极主动地承担家庭责
任，用自信自强感动身边的人，赢得了大家的赞赏
和尊重，所以才会有很多人愿意主动帮助她。腾
讯网友“掌心沙”说：“成功者自救，希望牛艳可以
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成功，加油！”新浪网友顾影
自怜说：“苦难是最好的大学，有过苦难经历的人
或许才会更懂得生命的意义。”

也有网友表示，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
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自信、自强的心态。只有积
极主动地迎接挑战承担责任，才能成为一个有担
当的人，人生之路也就拥有了胜利在望的黎明和
曙光。 （梁倩文）

高校从贫困生家买来26吨西瓜，免费发放师生。网友点赞——

尊重劳动的帮扶比直接塞钱更打动人
校方声音

□大河网记者 宋向乐 实习生 梁倩文 王亚辉

嘹亮的军歌，就像鼓舞人们勇往直前的号角，吹响在我们

心中。每个年代都有专属的军歌记忆，当那些熟悉的军歌响

起，眼前便浮现出了威武雄壮、坚定有力的人民子弟兵形象。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河网特别策划了“军歌

嘹亮”主题活动，邀请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军嫂、拥军模范和普

通群众等一起来唱军歌，展现鱼水情深。在此，撷取了4个故

事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向可敬可爱的人民子弟兵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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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团长慎天才的红色记忆

在荥阳环翠峪庙子乡，有三孔窑洞是八路军后方医院遗
址，一棵1500年的古橿树在上方为窑洞遮风挡雨。曾经担任
儿童团团长的 88岁老党员慎天才已经在这里守护了 70多
年。当年，慎天才曾多次爬到树上放哨，送情报。

据窑洞的主人慎天才介绍，这三孔窑洞建于明清年间，
系祖传起居窑洞。当时八路军嵩岳支队司令员皮定均于
1943年春在这一带查看地形时，把这里选为中原八路军后
方医院。

1944年4月，皮定均司令员和徐子荣政委率领八路军豫
西抗日先遣队来到这里，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到
1945年部队奉命转移，“八路军后方医院”随部队迁走，历时
一年共救治2000多名战士。

此后 70 年来，慎天才一直住
在这三孔窑洞里，成为八路军后方
医院的守望者，也是这里的义务讲
解员。如今，环翠峪开发成了风景
区，“八路军后方医院”成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前来观光的游客络绎
不绝。

张加强，
博士，主任医
师，硕士研究
生导师，河南
省 学 术 技 术
带头人，河南
省 人 民 医 院

麻醉科副主任。河南省医学会
麻醉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
医师协会麻醉分会副会长，中
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青年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分会全
国委员，《中华麻醉学杂志》《国
际麻醉与复苏杂志》《麻醉质控
与安全杂志》编委。曾在德国
汉堡大学进修 3 个月、美国佛
罗里达大学做研究学者 1 年。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3 项；获
科技进步奖励 6 项。参编、参
译专业书籍 5 部，发表学术论
文 50余篇。

无痛分娩，减轻准妈妈疼痛的礼物
□河南省人民医院 张加强

百年省医
名医话健康

专家名片

成为母亲的那一刻无疑是幸福的，但每
一个妈妈都经历过分娩的痛苦，只要想到待
产过程所带来的疼痛和不适感，心头立刻蒙
上一层阴影。有没有办法既可以缓解产痛，
又能使分娩过程更加顺利呢？“无痛分娩”就
是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

首先，为什么要开展无痛分娩？它
带来的感觉是“完全无痛”的吗？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为母亲要经历
的分娩疼痛。分娩的疼痛程度仅次于烧伤
疼痛，在疼痛排行榜中位居第二名。50%的
产妇分娩时会感到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其
中20%的产妇感到极其严重的疼痛，甚至达
到“痛不欲生”的地步。产痛可导致产妇情
绪紧张、焦虑、进食减少，宫缩乏力引起产程
延长，还会使产妇过度通气、耗氧量增加，甚
至引起胎儿低氧血症和酸中毒。

如今，随着麻醉学科技术的不断进步，
用科学有效的手段缓解分娩疼痛已成为现
实。无痛分娩不但可以让产妇不再经历分
娩时疼痛的折磨，减少恐惧和产后的疲倦，
以及不必要的耗氧量和能量消耗，而且能够
防止母婴代谢性酸中毒的发生，从而提高产
程进展的速度，降低产后出血率。同时，它
还可以避免子宫胎盘血流量的减少，从而改
善胎儿氧合状态，降低胎儿缺氧及新生儿窒
息状况的发生率。因为疼痛的减轻，产妇就
可以更好地配合医生做各种检查，也能在清
醒的状态下自我调整呼吸、配合用力，使分
娩更加顺利。

无痛分娩在医学上称为“分娩镇痛”，
镇痛实施后会仍有向下的挤压感，但不是
剧烈的疼痛，一般不影响产妇腹部肌肉张
力，而且保留轻微的子宫收缩感对于分娩
是有利的。实际上，疼痛的感受是因人而

异的，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做到完全不痛的
无痛分娩。

其次，无痛分娩安全吗？是否适用
于所有产妇？

施行无痛分娩，是以维护产妇及胎儿安全
为最高原则。目前世界公认最有效、比较安全
的无痛分娩方法是“椎管内分娩镇痛”，都是由
医院里有经验的麻醉医生来进行该项操作。
具体来说，麻醉医生把极少量的药物直接注入
母体腰椎管内，而不是通过静脉通过血液循
环，不会透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因此对胎儿
无任何不良影响，也不影响孕产妇产后乳汁分
泌及正常哺乳。这项麻醉技术目前已经非常
成熟，总体来看是非常安全的，其用药剂量极
低，只是剖宫产手术的1/5～1/10。

绝大多数可经阴道分娩的产妇都适合
实施无痛分娩。如出现以下情况则属于禁

忌症：1.椎管内麻醉的禁忌症，如穿刺部位感
染、败血症、菌血症、凝血功能异常、颅内压
增高等。2.产科异常情况，如脐带脱垂、持续
性宫缩乏力或宫缩异常、前置胎盘、头盆不
称及骨盆异常等。

再次，无痛分娩会影响产程进展吗？
实施无痛分娩后还能进行剖宫产吗？

在合适的麻醉药物浓度和剂量下，无痛
分娩一般不会延长产程，而且产妇在疼痛大
大减轻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配合助产士，
缩短产程。但有的产妇在实施无痛分娩后，
也可能会出现产程不顺利，转而实施剖宫
产。即便如此，也不会影响“顺转剖”。这是
因为，无痛分娩由于已经有硬膜外导管留
置，经过调整用药剂量和浓度，会使剖宫产
的实施更为迅速到位。

无痛分娩起源于国外，在英国、美国目

前已达 85%以上的普及率，而中国却不到
10%，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剖宫产率远高
于世界卫生组织设置的15%的警戒线，位居
世界第一。

通过以上介绍，相信无痛分娩打消了准
妈妈关于疼痛的顾虑，减少了她们的“后顾
之忧”，那么请一起为我们的准妈妈送出这
份“礼物”，让生命的降临不再有痛。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想获取更多动态资讯、前沿技术、
保健科普等新闻信息，可关注河南省人
民医院微信公众号（微信号：HNFY-
SY1904）；若 需 其 他 服 务 可 拨 打
“96195”省医24小时综合服务热线，
预约挂号、紧急救援、双向转诊等服务
伴你行。

□常小态

受连日来宁夏及陕西连降大雨影响，太中银

线路中断。27 日银川火车站共有 7 趟列车停运，

铁路部门表示，购买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列

车停运之日起 30 天内凭有效身份证件在全国各

地车站均可办理全额退票。（7月31日 新华社）
随着暑运的火热进行，铁路、空港和公路均迎

来了出行高峰。不巧的是，“暴雨”“台风”等恶劣

天气也来凑热闹。受台风影响，多地普降暴雨，宁

夏与陕西受连续大暴雨的影响，部分线路中断，给

广大民众带来严重的影响和损失。

面对洪水带来的严峻灾害，铁路部门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线路果断停运

并封锁，为了第一时间打通线路，铁路部门组织职

工进行抗洪抢险，叫停列车把损失降到最小。正

是因为有了他们在暴雨中日夜的奋斗，才为旅客

筑起了一条安全出行的“绿色”通道。

面对洪水带来的灾害，铁路部门积极联合气

象部门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和地

方政府的电视台、电台等及时预报天气，给出安全

提示。不仅如此，在实施停运的基础上还对因暴

雨停运列车的车票实行 30 天内全额退票的政策，

力争让旅客的损失降到最小，这不仅体现了铁路

部门在暴雨等恶劣天气前的责任，更体现了铁路

部门的担当。

此外，列车的晚点和停运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

计划，带来很多的不便，因此会有些人不理解，甚至

会认为在线路没有受损的状况下停运列车是铁路

部门在小题大做。要知道，列车晚点和停运是旅客

所不希望的，当然也不是铁路部门所愿意看到的。

相反，乘客在遭遇突发情况时，要遵从指挥，冷静对

待，才不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不必要的不便。

洪水来袭，暴雨如注，但是这些阻挡不了铁路

人保障通行的决心。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保障着

旅客的顺利出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彰显着铁路

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人民

铁路为人民”的温情。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全额退票显铁路担当

扫码听军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