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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老人倒地
女子先录视频再扶老人
引网友称赞

4月7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到
了视频中扶起老人的申芳女士，据
她介绍，她是宁陵县一家服装店的
店员，今年33岁，扶老人的事是在
上班路上发生的。

“我就是正好碰见了，也没想到
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说起扶老
奶奶一事，申芳显得很不好意思。
据她介绍，事情发生在4月6日上
午，当时她正在去上班的路上而且
马上就要迟到了，走到宁陵县汉江
路步行街附近的时候，忽然发现有
人躺在地上。

“看到有人躺在地上我就赶紧
跑过去了，走近一看是一位老奶奶，
老人表情痛苦地躺在一辆人力三轮
车旁。”申芳告诉记者，她看到后第
一时间就准备去把老奶奶扶起来，
在扶人之前，她先掏出手机录了一
段视频，然后蹲下身来扶老人起来。

申芳坦言，老人扶不扶一直都
是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看到过
扶老人被讹的新闻，当时为了留个
证据自己就拍了段视频，“扶肯定会
扶的，前提是保护好自己，也为了减
少不必要的麻烦。”

让申芳感动的是，就在她扶老
人的时候很快就过来两个小伙子一
起来帮她。

“你扶我吧，我不沾（讹）你，”看
到有人扶自己，老人显得很高兴。
扶起老人后，申芳和热心群众帮老
人拍打身上的尘土，并把老人的三
轮车扶了起来。

申芳说：“老人说她在地上躺了
很长时间了，我是第一个扶她的”，
老人起来后执意不肯去医院，在休

息一会儿后自己蹬着三轮车回家
了。

老人倒地扶不扶？
大多数人表示会扶

让申芳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
老人的孙女带着礼物专程赶到申芳
的店里表示感谢。据老人的孙女介
绍，申芳扶老太太起来之前，老太太
已经在地上躺了近两个小时了，好
在家人带着老太太连夜去医院做了
全身检查，身体并无大碍。

因为扶老人，申芳耽误了上班
的时间，而申芳的老板王永霞女士
在得知此事后，立马掏出500元现
金奖励给了申芳。

王永霞告诉记者，得知申芳做
了这件事自己并不觉得意外，因为
申芳在朋友同事眼中一直都是一个
热心人，平时看到环卫工辛苦会买
来纯净水送过去；附近收垃圾的老
大爷腿脚不方便翻垃圾桶比较费
劲，申芳都是把垃圾打包送过去。

“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火，发出这
段视频也是帮人后心情高兴，就把
自己的经历分享一下”，申芳说，这
么多网友支持她，也让她非常开心，
以后碰到类似的事她还会义无反顾
地去帮助别人。

网友@晓晓家有三宝：老人很
善良，就怕万一家里人来了说不清，
拍视频留个心眼是对的。

网友@谢哥玲姐：现在社会有
个别的老人做法，让人都不敢扶了，
拍个视频是个证据挺好。

网友@都挺好：扶吧，好人一生
平安。

关于老人扶不扶，记者在商丘
随机采访了几名市民。

“80后”市民曹磊说：“在不明
伤势的情况下我不会贸然去扶的，
但是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系急救人员
再做下一步决定。”

“90后”女士陈雪妍说：“要是
我肯定会扶，但前提是要拍视频留
证据，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00后”高中生江钊宇说：“尊
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对
待这件事要理性看待，扶之前要拍
段视频或者帮忙拨打120急救车。”

4月6日，大河报报道了“河南7名
民营医疗机构人员，援鄂抗疫一个月
返郑，认证抗疫‘一线医务人员’时被
拒，导致无法享受职称升学等优惠政
策”的新闻。4月7日，韩女士与该公
司人事处负责人赶至省卫健委，省卫
健委人事处正式接收7人提交的材料，
并指导该公司相关申报、认定事宜。

“十分感谢大河报，我们跑了一年
多都没能办成，多亏咱媒体的关注，才
推动了事情往前发展。”韩女士说，4月
7日上午，她与公司人事处负责人带着
相关资料，专门来到省卫健委人事
处。工作人员接待了二人，认真向她
们讲解了需提交的相关材料与流程。

按照省卫健委人事处工作人员的
说法，以往基本全是国家统一调派，分
配到各地市的医护人员进行申报、认
定。这些人员均填写了花名册，经省
人社、财政等部门审核通过，报至国家
有关部门。去年，河南省一共申报了
1281人，申请国家补助资金1900多万
元。其中，有一部分在湖北援鄂时已
在当地发放，因此，河南省卫健委与湖
北省卫健委还需要对接核对名单，并
扣除已发部分，工作十分繁琐、复杂。

而这次，省卫健委人事处工作人
员并未谈及“民营医疗机构不能认定
为‘一线医务人员’”之事。韩女士所
在公司人事处负责人表示，该公司7名
河南籍员工的补助金已在湖北方面领
取，因此，补助金不必再核算、申请。
同时，河南省的升学优惠政策仅限于
去年，这一项也不再考虑，而7名员工
比较关心的主要是评职称方面的优惠
政策。

省卫健委人事处上述工作人员表
示，若申报认证成功，7人在评职称方
面也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按照省人
社厅的要求，该公司需提供抗疫援助
地卫健部门提供的情况说明一份，内
容包括在湖北援鄂的时间、地点、工作
内容以及接触多少例疑似或确诊病例
等内容，由武汉方面卫健部门盖章即
可。

同时，韩女士所在公司也要对7人
援鄂的情况进行公示，纪检部门全程
参与。而这些材料都要报至省人社厅
审核、备案。

韩女士表示，公司领导也承诺，将
全程配合与武汉方面对接联系，尽快
完善相关资料，早点完成认定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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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倒地扶不扶？商丘女子先录视频再扶老人

教科书式扶老人获网友点赞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朱雷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田育臣 文图

省卫健委已接收材料，指导申报认定
《没有“一线医务人员”认定，无法享受评职称等优惠政策》后续

武汉当地卫生部门颁发给韩女士的奖章

在武汉抗疫一线工作的韩女士

4月7日，一段“商丘女子先
录视频再扶老人”的视频热传全
网，视频中一位老太太倒在马路
边挣扎起身，却怎么也起不来，
一名过路女子看到后一边录视
频一边扶起老太太。该视频发
出后引起无数网友称赞，女子扶
老人前先拍视频留证也被网友
称为“教科书式扶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