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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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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来，雷锋精神作
为一种精神文化，成为了一种行
事标尺，其中所体现的道德观念、
价值取向、精神品质，更是一代又
一代人的追求、所效仿的榜样。

榜样，似乎总是隔着无限距
离，但那些发生在身边，感动我们
的，却让榜样如此具象。最初的雷
锋日记，记录着那些乐于助人、甘
于奉献的小事，到了互联网时代，
社交媒体分享着人们的生活瞬
间，也照见着身边人的善举。

“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
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
化，沉淀了这座城市的气质，
概括了生长于此的人的属性。
人们习惯安逸和闲适，却从不
冷漠和袖手旁观；人们率性而
洒脱，却总能上演小而美的举
动。这些天府文化的一种表
征，也契合着雷锋精神中那些
可贵品质。

天府文化
也契合了

雷锋精神

女子公交车上昏倒口吐白沫
两公交司机和乘客接力救助

2 月 25 日下午，74 路公交车
缓缓驶入成都市天仁北一街站
台，一名红衣女子起身准备下车，
但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后却突然昏
倒，并口吐白沫。恰巧坐在旁边的
184 路公交车司机刘元林发现后
立即对其进行了急救，掐人中、人
工呼吸……同时74路司机罗伟将
车停好，前来帮助并拨打120。

幸运的是，经过大家接力救
助，大约五六分钟后，女子苏醒过
来，随后被家属接走。

女乘客起身下车
突然昏倒口吐白沫

2月25日下午，184路司机刘
元林将公交车开去保养后，乘坐

了74路公交返回车队。“下一站是
天仁北一街，要下车的乘客请注
意。”下午 4 点 50 分左右，公交车
行驶至天仁北一街，身旁同坐的
一名红衣女乘客从座位上站了起
来，准备走出去时却突然昏倒。

“我看到她要下车，就把脚挪开，
很奇怪的是她站了十几秒都没有
离开。”刘元林觉得不对劲，看了
一眼，发现女子脸色苍白，手有些
抽搐，他正准备询问情况时，女子
昏倒在他身前。

刘元林立即将其扶到座位上，
试图叫醒女子，可女子没有一点反
应，还不停地从嘴里吐出白沫。

掐人中、做人工呼吸
司机乘客接力救助

“师傅，后面有个乘客发病
了。”一名乘客跑到驾驶座，通知
司机罗伟，得知情况后罗伟立即
将车在站台停好，提示到站乘客
下车，将前门关好，赶到发病的女
乘客身边。“我赶过去时，看到刘
师傅正在对她进行急救。”见情况
危急，罗伟立即拨打了120报警，
并打开后排窗户进行通风。

等待 120 的过程中，刘元林
用手掐住女子人中，掐了三四分
钟后女子仍然昏迷，害怕她咬到
舌头，一名乘客又找来笔，卡在其
嘴 巴 里 。“ 她 鼻 子 都 没 有 呼 吸
了。”刘元林又对着女子做了人工
呼吸，女子终于有了反应，逐渐苏
醒过来。

与此同时，见女子手上握着
手机，一名好心乘客拿到手机试
图联系其家人，因手机并没有设
置密码，顺利联系到了女子的父
亲。“她父亲告诉我们，女儿患病
吃了中药，有时会晕，只要把窗户
打开使空气流通就好了，但之前
并没有出现过口吐白沫的情况。”
刘元林说，随后女子父亲表示妻
子在附近上班，马上过来接女儿。

见女子苏醒，刘元林将其扶
在座位上休息，大约十分钟左右，
女子的母亲赶到，见女儿状况逐
渐恢复并能够行走，便接走了女
儿。同时，对司机和乘客的帮助，
家属也表示十分感谢。

紧
急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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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下午，成都双流中和
镇，朱晓龙像往常一样，等待顾
客，五天前扶老人的事情，算是

“翻篇”了。
“没什么影响吧，工作也没有

受到影响。”几天前，一位91岁的
老人独自出门散步，跌倒在了理发
店门口，朱晓龙出门询问老人情
况，扶起来老人，并和周围的朋友

一起，把老人送上了120急救车。
作为理发店造型总监，朱晓

龙善于和各类人打交道，做出他
们满意的发型；作为一个热心公
益的志愿者，朱晓龙喜欢去敬老
院，和老人们聊上一会儿、帮他们
剪头发。“去年大概就参加了八九
场这样的活动。”朱晓龙身边有一
个志愿者圈子，大家会定期组织

一些公益活动，只要时间宽裕，他
都不会推辞。

“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28
岁的朱晓龙来到成都已经10个年
头，扶老人的事情经过报道后，朱晓
龙生活如常，“扶老人被讹诈的新闻
还是看过很多，但还有很多没有被
讹诈的。”朱晓龙笑了笑说，下次遇
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出手。

一手把着方向把，一手示意
左侧车辆让行，2月26日这天，樊
凡（化名）因为替救护车开道的视
频，被网友称为“摩托侠”，在将救
护车护送到事故现场后，他头也

没回，骑车离开了。
樊凡说，那天帮救护车开道，

如果大家都自觉为救护车让道，
自己也没必要去开道了，而帮助
他人并不一定是要干出什么惊天

动地的事情，有时候就是动动方
向盘的事情，给别人一点方便。他
表示，帮助他人，在生活中应该是
一种常态，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
帮助的人，他还是会出手。

帮忙开道的“摩托侠”
““帮助他人帮助他人，，应该是一种常态应该是一种常态””

扶老人的发型总监
““下次遇到这种事下次遇到这种事，，还是会出手还是会出手””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感动中国人物梁益建：

“雷锋精神很伟大，
我只是很多平凡
医生中的一个”

33月月5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日是学雷锋纪念日，，
其实其实，，在这座城市中在这座城市中，，每天都在每天都在
涌现大量的涌现大量的““雷锋雷锋”，”，他们或在他们或在
他人危难时伸出援手他人危难时伸出援手，，或在平或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
绩绩。。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演绎了演绎了
新时代的雷锋精神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他们之中他们之中，，有冒雨驾摩有冒雨驾摩
托车为救护车开道的托车为救护车开道的““摩托摩托
侠侠”，”，有热心扶起倒地太婆的有热心扶起倒地太婆的

““理发哥理发哥”，”，有向犯病乘客伸出有向犯病乘客伸出
援手的公交车司机援手的公交车司机，，有暖心陪有暖心陪
伴并救助驾驶员的乘客……伴并救助驾驶员的乘客……
去年一年去年一年，，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红星新
闻共记录了闻共记录了342342个平凡而特个平凡而特
殊的人物殊的人物，，他们是成都千万平他们是成都千万平

凡人中的一个凡人中的一个，，却点亮这座城却点亮这座城
市之光市之光，，诠释雷锋精神在新时诠释雷锋精神在新时
代的含义代的含义。。

医生医生、、警察警察、、保安保安、、学生学生、、
退休老太……他们来自各行退休老太……他们来自各行
各业各业，，退伍老兵郭仁华在途退伍老兵郭仁华在途
经盐市口时经盐市口时，，就展现出了军就展现出了军
人风采人风采，，面对一辆白色越野面对一辆白色越野
车横冲直撞车横冲直撞，，郭仁华将车停郭仁华将车停
靠在路边靠在路边，，径直走向了路口径直走向了路口
中央中央，，两次上前两次上前，，靠近车门拉靠近车门拉
动把手动把手，，和现场交警一起阻和现场交警一起阻
挡这辆疯狂的越野车挡这辆疯狂的越野车，，截停截停
车辆后车辆后，，他和周围市民一起他和周围市民一起
抬车救人抬车救人，，将压在车底的伤将压在车底的伤
者送上了救护车者送上了救护车。。

小学生杨浩杰身上小学生杨浩杰身上，，也体也体
现着雷锋精神现着雷锋精神。。551551路公交车路公交车
经过了华阳大道的十字路口经过了华阳大道的十字路口
附近时附近时，，公交车急刹停了下公交车急刹停了下
来来，，杨浩杰还没来得及喝的豆杨浩杰还没来得及喝的豆
浆浆，，在车厢中洒了一地在车厢中洒了一地。。短暂短暂
停留之后停留之后，，车辆重新起步车辆重新起步，，杨杨
浩杰起身浩杰起身，，把豆浆杯捡起来把豆浆杯捡起来，，
扔进垃圾桶扔进垃圾桶，，转身回座位拿出转身回座位拿出
纸巾纸巾，，走到洒豆浆的地方走到洒豆浆的地方，，一一
点点擦拭干净点点擦拭干净。。

那些有关雷锋精神的事那些有关雷锋精神的事
迹迹，，并不是轰轰烈烈并不是轰轰烈烈，，有的有的，，或或
许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许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
件小事件小事。。

今天今天，，他们都为雷锋代言他们都为雷锋代言。。

多年来专注于“脊柱畸形”病的手术，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骨科主任梁益建接到的病人，有不少都是家境贫穷、受困于手术费的患者。
为了让他们能够做得起手术，梁益建曾经到茶馆里给病人募捐，又多次借助
公益基金会的力量，让更多“脊柱畸形”患者手术后健康出院。2016年，梁益
建获评“感动中国2016年度十大人物”。

“当时的想法，其实没有多么高大上。就是一个医生需要救助患者，给他
们想一想办法，让他们能健康地回到社会中生活。”梁益建的话语很朴实，但
却蕴含着些许沉重。

什么是“脊柱畸形”？梁益建告诉
记者，它实际上是一种疾病，严重的
甚至会挤压胸廓，导致出现呼吸困
难。“这一类的患者很多都生活在山
区，生存压力比较大。”

从2007年梁益建留学归国以来，
一例又一例的“脊柱畸形”患者健康
出院。然而，在这些贫困患者康复的
背后，梁益建告诉记者，离不开很多
的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的支持和援
助，有资金上的捐助，更有精神上的
鼓舞和陪伴。

在这些公益基金会中，一个叫智
善公益基金会的慈善机构，让梁益建
印象最为深刻。他介绍，该基金会把
每年的投资收益全部用来做慈善，

“最近几年来，他们给了医院里很大
的资助。”

此外，梁益建告诉记者，医院里
经常都有很多志愿者过来，“他们免
费给青少年患者上课、教他们唱歌以
及训练肺功能等。在患者最艰难的时
候，志愿者通过一件件小事，给予患
者一股向上的正能量。”

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很伟大，被
传颂至今；同样，“自称小医生”的梁益
建也感动了中国。看似没有关系的两
个词，却似乎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达。
对此，梁益建谦虚地说：“雷锋是很伟
大的，我要赶上他还差得很远。”

梁益建告诉记者，其实有很多医
务工作者，他们很平凡，“这些一直战
斗在第一线、为老百姓做事的医生，
在全中国是非常多的，我只是其中很
普通的一个医生。”

为什么自称是“小医生”呢？梁益

建告诉记者，因为他接手的病人，有
很多都是贫穷、病情严重且来自偏远
山区的患者，都是最基层的老百姓。
同时，自己作为一个医生，就是为老
百姓看病的，也没有这种高高在上的
自我定位。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也是
爱心公益令人暖心的日子。梁益建告
诉记者，“雷锋精神是我们小学初中
时学习的，学习过雷锋精神，在心里
面就有印象。应该来说，雷锋精神在
我们心里一直有很深的烙印。”

“脊柱畸形”背后的慈善故事
基金会、志愿者都在默默给予正能量

“小医生”对话“螺丝钉”
“雷锋是很伟大的，我要赶上他还差得很远”

在获得感动中国人物后，梁益建
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成都
人挺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梁益建告
诉记者，“从美国来成都的时候，我感
觉成都这个城市第一很休闲，第二很
包容，人和人之间很和善、很友好。”

在他看来，天府文化用“创新创
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来
总结提炼，是非常恰当的。针对成都被
评为是全国最宜居的城市，梁益建也
有自己的看法，“宜居，难道只是吃着
美食、看着美景？肯定不是这样的，应

该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我们为什么
要留在成都？一定是因为这里有文化
沉淀，让你既有归属感，又有时尚感，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认同感。”

梁益建在此次全国两会准备提
出两个建议，分别是建议适当提高残
疾人医保报销比例，和残疾人退休金
能够适当提前发放。梁益建解释说，实
际上不少残疾人的寿命都比普通人短
十多岁，“他们可能根本就享受不到这
笔退休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国
两会报道组记者 郑鑫

为什么要留在成都？
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认同感

代表委员这样说

342个平凡而特殊的人物

短发、黑框眼镜，高晓笛的脸上
总是挂着善意而诚恳的笑。这是她第
12次参加全国两会了。作为全国政协
委员，高晓笛参会的方式略显特别，
因为是无声的。她是一位听障委员，
但通过手语翻译何阳，她会实时沟通
信息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4日傍晚，也正是雷锋日的前夕，
刚刚结束会议讨论的高晓笛接受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什
么是雷锋精神，在她看来，行动的诠
释，或许更加准确，也更加强大。

其实，她就一直在行动。自 2008
年起，高晓笛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
委员。每一年参加全国“两会”，她都
会为残疾人群体呼吁。第一年参会，
她提交了《关于福利彩票新增投注站
由残疾人专营的提案》。去年，她提出

了“加快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的建议。而今年，她继续为残疾
人群体发声，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
随班就读保障体系的相关文件，让残
疾儿童随班就读得到保障。

而在会场之外，高晓笛也没有停
止为残疾人群体的利益奔波和行动。
她担任四川省残联副主席、省聋人协
会主席，也是成都画院的专职画家。
而作为聋人群体的一员，她尤其关注
老龄聋人群体，甚至在10年之前就通
过募集资金，协助聋人群体在成都建
起了群众性民间组织“聋人之家”。

“关爱他人是社会风尚，这是自
然的”，但高晓笛认为，践行中，行动
永远是第一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国两会
报道组记者 王垚

啥是雷锋精神
演绎雷锋精神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高晓笛：
关爱他人是社会风尚
希望人人都用行动来诠释

司机和乘客正在对该女子进行急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梁益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宦小淮 张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