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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我坐地铁送我上火车的好心人，你在哪？”

想当面说谢谢
地铁口婆婆苦等半月

17日下午4点，76岁的刁惠卿又来
到华西坝地铁站A口，拄着拐杖靠着
花坛，仔细地在地铁口来来往往的人
群中寻找着什么，从1月2日算起，这已
经是她来这里寻找的第15天了。

刁惠卿要找谁？原来，2018年12
月21日，刁惠卿要到火车北站乘车
回重庆合川老家，不料公交车堵车
赶不上，司机建议她换乘地铁。但
刁惠卿从来没坐过地铁，无奈之下
她求助于在华西坝地铁站A口的一
位中年男性，这位热心人竟一路将
刁惠卿护送上火车。没有亲口对这
位热心人说句“谢谢”，也没有等到
男子的来电，刁惠卿选择了苦等的
方式，每天的出行早晚高峰都到地
铁口寻人。

婆婆坐地铁赶火车
好心男子一路相送

“我那天要回合川老家，票都买好
了。”刁惠卿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火车开车的时间是2018年12月
21日9：05，但自己看错了时间，7点多
才从洗面桥街的家里出门。“（车）走得
很慢，我着急，给司机说能不能开快
点，我要赶9点的火车。”刁惠卿说，司
机看了下时间，说太堵车了，建议刁惠
卿换乘地铁，还能赶得上。刁惠卿在小
天竺街站下了车，已经是8点多。

刁惠卿说，地铁口只有一个男子
站着，自己急急忙忙地拄着拐杖走上
去求助，“我叫了声‘大哥’，然后说，我
从来没赶过地铁，你带我上地铁嘛。”

刁惠卿三言两语讲了自己看错时间可
能赶不上火车，男子一听，说了句“是
有点着急，好嘛”，就转身走进地铁站。
腿脚不方便的刁惠卿随即也走进站，
此时男子已经为刁惠卿购买了地铁
票，一路过安检、刷卡进站，把刁惠卿
送到站台上，很快前往火车北站的地
铁就进站了。“我上车，给其他人说，

‘兄弟，我没坐过地铁，等到了火车北
站你们喊我一下哈’。”刁惠卿说，此
时，送自己上地铁的男子一听，也跟着
上了车，说干脆把自己送到火车站，

“我一听一下就放心了。”
到了火车北站，男子一路帮刁惠

卿背着包，一手牵着刁惠卿的手肘位
置的衣服，“我（之前）害怕摔了，这样
子（扶着）我就走得快些。”刁惠卿说，
两人径直到了检票口，给检票工作人
员解释了一下，工作人员同意让男子
继续护送老人进站，于是，男子直接将
刁惠卿送上了火车，“在15车厢，刚坐
下车就开了。”刁惠卿说，如果不是男
子相送，自己肯定赶不上了。

手机不离身
没有等到对方电话回复

一路上，男子也安慰刁惠卿，不着
急，能赶得上。也是在聊天中，刁惠卿
得知男子是达州人，在华阳工作，这也
是刁惠卿仅知的一点点对方的信息。

“路上我给他说，我家的地址在洗面桥
街，我的电话号码是xxxx。”刁惠卿说，
自己记忆力不好，连续给他念了两遍，
对方拿着手机，也不知道有没有记下
来，自己问他电话号码，他说一会儿打
到手机上就知道了。

“原来我都不带手机在身上的，后来
我在哪都带着，生怕接不到电话。”刁惠
卿说，合川老家在乡下，自己担心信号不
好，12月26日就返回了成都。哪怕是到厨
房做饭，刁惠卿也把手机放在一旁。刁惠
卿甚至以为是自己电话坏了，还让儿子
特意重新去买了部手机，但是，刁惠卿仍
然一直没有接到男子的电话。

苦苦等待中，刁惠卿偶然从电视上

看到一个“华阳达县酒店”的字样，她又
坐着公交车找过去，但酒店的工作人员
表示，酒店已经改名，也没有达州来的
工作人员，刁惠卿不死心，又连续找了
好几家酒店，仍然无功而返，“我想到都
是达州的，会不会有人认识他。”

老人在地铁口苦等半个月
寻找好心人 想说感谢

连续几天寻找，刁惠卿都没有对
方的一点信息，本月2日，刁惠卿开始
到当时相遇的地铁口“守株待兔”。

17日下午4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在地铁口见到了刁惠卿，她拄着拐
杖，靠着路边的花坛，望着来往的人
群。“我每天都是5点多就醒了，吃完饭
坐车过来，差不多7点半到这里。”刁惠
卿说，当时遇到好心人是在8点10分左
右，所以一直等到8点半自己才回家，下
午4点或者4点半，一直等到晚上6点。

“我要是见到他，肯定认得出来。”刁
惠卿说，自己记得男子大约四五十岁，身
高170厘米左右，身材中等，穿着合身得
体，像是一个领导干部。担心男子认不出
自己，刁惠卿仍然穿着去年12月21日当
天的碎花棉衣，戴着围巾，“我拄着拐杖
的，他应该能认出我。”刁惠卿说。

连续等了好多天，地铁口骑摩托
车的师傅得知情况后，建议刁惠卿去
派出所看看监控，但是监控只拍到一
个背影，而火车北站和华西坝的地铁
站工作人员告诉她，因为超时，当时的
监控资料已经删除了。16日，刁惠卿又
特意坐车找到家住华阳的外甥女，请
她在网上发下信息，想问问能不能找
到这个好心人。

已经连续等了半个月，如果找不
到怎么办？刁惠卿说，自己还是会尽可
能地等下去。“我总觉得，人家帮了你，
都没有说上一声谢谢，我心里亏欠
他。”刁惠卿说，当时赶火车太着急，没
来得及说声谢谢，自己想找到对方，当
面说声“谢谢”，也希望保持联系，逢年
过节问候一声。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于遵素 摄影报道

1 月 17 日晚，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深交所官网获悉，
深交所向格力电器（000651。SZ）
下发关注函。

函中表示，董明珠在股东大
会上发表了“2018年税后利润为
260 亿元”等有关格力电器业绩
的言论，而格力电器当日晚间才
对外披露业绩预告公告。

深交所对此表示关注，要求
格力电器严格规范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对外发布信息的行
为，切实提高信息披露意识，遵守
并促使有关人员遵守《股票上市
规则》和本所其他相关规定。

在此前的16日下午，格力电
器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经大会投票表决，新一届董事
会、监事会名单出炉，董明珠、黄
辉、望靖东、张伟、张军督、郭书战
6人当选非独立董事，刘姝威、邢
子文、王晓华3人当选独立董事。

在临时股东大会的问答环
节，董明珠公布了格力的净利润
260 亿以上，涉嫌提前透露内幕
消息，大会被临时叫停。

在 16 日的 2019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结束后，新当选的第
十一届董事会随即召开了第一次
会议。经董事会投票表决，董明珠
全票当选格力电器董事长，开启
她自 2012 年以来的第三个董事
长任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有一种声音，全世界，只有你能听
见，那就是你的耳鸣！

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耳鸣的现
象：当你熬了夜，头昏眼胀准备躺在床
上的时候；当下了班，默默走在喧嚣街
头的时候；甚至当你什么也没干，脑海
中就突然响起了一些噪音。它们有时
是电视机没信号时的吱吱声，有时是
蚊子飞的嗡嗡声，有时候还像弱弱的
电流声。

当你脑海中突然响起这些烦人
的声音时，是不是很担心耳朵出问
题？“十聋九鸣，鸣久必聋”到底是不
是真的？

耳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耳
鸣并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症状。有些
耳鸣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无需担心；但
有些耳鸣意味着内耳、颅内或听觉通
路上的某个部位可能出现了损害；严
重的耳鸣不但影响听力，干扰正常睡
眠，还会引起焦虑、抑郁等一系列精神
心理问题的出现；更可怕的是，有些耳
鸣，是一些肿瘤的早期信号！

什么样的耳鸣不需担心？什么样
的耳鸣需要警惕呢？

想知道答案，就来参加1月23日
（周三）上午 10 点的名医大讲堂讲座
吧。届时，四川省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
外科主任、一级专家何刚教授，将面对
面向你科普耳鸣的防治知识。

活动时间：1月23日（下周三）上
午10点开始

活动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街
1号 亚太大厦4楼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健康教育基地（地铁3号、4号线市二
医院站B口出，右行300米）

此外，讲座还设置了两处直播分
会场，分别是：成都市郫都区安靖卫生
院和都江堰市灌口镇白果巷柳河社
区，欢迎大家的收听观看。

请扫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栏目条“名医大
讲堂”，报名参加讲座吧。 （石雪梅）

提到癌症这个话题时，有句
提醒也常常出现——要关注癌症
的早期信号。然而这句话用在消
化道肿瘤上，却稍显无力……它
常常发生得悄无声息，这个特点，
让胡兵教授用“恐怖”二字形容。

人体两大系统癌症高发
消化道是“重灾区”

“人体有两大系统相较其他
更易患肿瘤，一是呼吸系统，另一
个就是消化系统。据统计，二者肿
瘤的发病人数占比70%-80%，而
二者相比，消化道肿瘤人数几乎
占所有肿瘤的一半。”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中华
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常委、四
川省医学会消化内镜专委会主任
委员胡兵教授在周二的名医大讲
堂上说。一日三餐，食物摄入，废
物排出，消化系统与外界接触的
频率最高，使得消化道是癌症发
生的“重灾区”。

消化道癌的恐怖之处在于，
早期没有症状，晚期即便接受手
术，愈后也不理想，“晚期肿瘤切
除术后的5年生存率也只有30%
左右。”胡兵教授说。然而，如果能
够癌前治疗，患者就是另一种结
果。“如果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消化道肿瘤患者有 95%的治
愈率。”

一生一死，关键在于一个很
多人都忽视了的检查——内镜
检查。

消化器官包括食管、胃、十
二指肠等，消化系统肿瘤中有 3
种值得警惕，听听胡兵教授的科
普吧。

报名参加或收
看“名医大讲
堂”，扫码关注
四川名医别喝烫茶了，这种“哑巴癌”发现时大多是晚期！

华西医院胡兵：
体检多加一项，就能揪出早癌

胃肠镜有着消化道早癌的
“排雷兵”之称。

常规体检都查不出的消化道
早癌，胃肠镜检查可让早癌无处
遁形。

胡兵教授说，一般手段无法
检查出消化道早癌，因消化道是
一种空腔脏器，而超声、CT、磁共
振的检查方式对这种管腔结构脏
器敏感性差，不适合。

此外，目前消化道肿瘤的标
志物均不太敏感，胃肠道肿瘤仅
有20%左右的阳性率而且早期不
敏感。

发现消化道早癌的最有效手
段就是胃肠镜检查。

临床发现，到消化内镜中心
做胃肠镜的人群里，20%-30%发
现了肠息肉，胃息肉也发现不少，
胃肠镜能揪出很多的癌前病变，
经活检病理组织学检查，需要即
时做出处理。

胡兵教授介绍，胃肠镜是一根
很细的管子，前段有摄像头，能够
放大40倍、100倍甚至500倍。通过
摄像头可以将消化道看得一清二
楚。目前内镜技术已经“进化”成内
科与外科交叉，就像外科的刀一
样，配置有治疗设备，检查中确认
为癌前病变，可以完全切除。

很多人惧怕做胃肠镜检查。
胡兵教授指出，胃肠镜检查过程
中都要配合麻醉给药，检查过程
中是没感觉的，睡一觉，就好了。

胡兵介绍，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内镜中心还向患者提供了以
下便民就诊服务：凡是胃肠镜检
查及活检发现低级别上皮内瘤

变、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轻度异
型增生、中度异型增生、重度异
型增生、原位癌、早癌、癌的广大
患者朋友均可携带内镜、病理等
资料在相应时间段内找以下医
生直接就诊。
胡兵 华西院区：
每周一下午、每周四下午
谭庆华 华西院区：
每周四上午
刘苓 华西院区：
每周一下午、每周四下午
吴春成 华西院区：
每周二下午
郭林杰 内镜中心：
每周一至周五全天
冯哲 华西院区：每周五上午

温江院区：每周一全天
杨文娟 华西院区：每周四下午

温江院区：每周一全天
此次名医大讲堂还分别在崇

州市隆兴卫生院和高新区中山骨
科医院设置了直播分会场。欢迎
更多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
入到成都商报·名医大讲堂的直
播中，给本社区的居民提供更多
健康咨询服务，合作报名电话
（028）6016 0000。

哪些人群是消化道肿瘤的高
发人群？哪些人群建议做胃肠镜
检查？答案都在“成都商报四川
名医”微信公众号今早发布的头
条文章里！更多胡兵教授的科普
内容，请扫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
名医”，点击底部栏目条的“名医
大讲堂”观看胡兵教授的现场视
频，还可以报名参加下期名医大
讲堂，成为现场观众。（赵立莹）

胃肠镜可揪出癌前病变

■食管癌
四川人爱喝的这种茶会致癌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 65℃以上
的热水列为 2A 类致癌物（可能致
癌），特别是增加罹患食道癌的风
险。与此对照，四川人有种喜好十分
危 险 —— 喝 烫 茶 。进 食 温 度 超 过
65 ℃，会烫伤黏膜。如果长年累月频
繁刺激，食管烫伤来不及修复，造成
不可逆的后果，就会形成食道溃疡和
食道炎等问题。食管炎性不断刺激，
有很大的可能诱发食管癌。
■胃癌
不要过度恐惧幽门螺旋杆菌

随着大家健康意识增强，都知道了
有种菌与胃炎有很大的关系——幽门
螺旋杆菌。它是慢性胃炎、胃溃疡的主要
致病菌。据介绍，目前成人中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率高达60%-70%，而大部分
带菌人群并无相关症状，且未导致相
关疾病。因此，并非所有的感染者都
需要进行根除治疗，是否需要根除治
疗，请由专科医生判断。胡兵教授提

醒：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并不意味着将来
一定会得胃癌，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仅仅
是胃癌发病的因素之一，人、环境等因
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专家提醒：

有胃癌家族史的人，去筛查幽门
螺旋杆菌是非常有意义的，若查出是阳
性应尽快根治，可以降低胃癌的发病
率。其他人群根据医生建议是否筛查。
■肠癌
多是从肠道息肉变来的

近年来，肠癌发生于45岁以上人
群，它的发病率上升、发病年龄提前，
这和大家大鱼大肉吃太多，高脂肪、
高蛋白、低纤维饮食习惯有一定关
系。此外，要警惕肠道息肉。息肉分为
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和肿瘤性息
肉，前两种相对安全，“肿瘤性息肉一
定要切除，否则把它养成癌就晚了。”
胡兵教授说。
专家提醒：

40 岁以上人群每年应定期做肠
镜筛查。

3种消化道肿瘤值得警惕

耳鸣不是病，
鸣起来可能真要命
这种寂静里的噪音或是肿瘤信号！

昨天，A股市场温和调整，上
证指数下跌 10.78 点，以 2559.64
点报收，跌幅0.42%。创业板市场
跌幅稍微较大，指数下跌 15.89
点 ，以 1251.41 点 报 收 ，跌 幅
1.25%。

近期指数波动不大，但个股
炒作非常热闹，有两大行业成为
牛股集中地。

第一个行业，按照申万行业
分类，是电气设备。在这个行业
中，出现了今年第一大牛股雄韬
股份（002733）和第三大牛股风范
股份（601700）。其中，雄韬股份今
年涨幅已达97.56%，而风范股份
累计涨幅也高达 85%。雄韬股份
被市场炒作的是氢燃料题材，而
风范股份炒作的是特高压。除了
这两只个股外，汉缆股份、大洋电
机、中元股份等，都属于电气设备
这个行业。

第二个行业，按照申万行业
分类，是机械设备。在这个行业
中，今年也是牛股多多，比如易成
新能（300080），今年累计涨幅超

过65%，汉钟精机（002158）、宝塔
实 业（000595）、沈 阳 机 床
（000410）、全柴动力（600218）、雪
人 股 份（002639）和 胜 利 精 密
（002426）等，都有较大的涨幅。

上述两个行业，在去年都是
比较冷门的行业，个股也大多名
不见经传。那么，为什么这两个行
业能够成为今年最大的亮点？其
实，除了具备一些可供市场炒作
的热点概念外，一个很重要的共
性，就是这些个股在去年的跌幅
大多数都非常大，而在今年，只要
行业基本面出现了亮点，自然也
就否极泰来了。

近期，对于行情，达哥总体是
偏乐观的，所以文章中也更多提
到一些可能存在的机会。但是，一
些风险还是要提出来，商誉减值
风险，尤其要提高警惕。森远股份
（300210）发 布 业 绩 预 告 ，预 计
2018 年 净 利 亏 损 8800 万 元 到
9300万元，同比由盈转亏，上年同
期盈利5542万元。森远股份表示，
公司对收购吉林省公路机械有限
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
试，对4489万元商誉全额计提减
值准备。昨天森远股份开盘后迅
速跌停，并一直
维持到收盘。今
年商誉减值有可
能将成为A股市
场一大“黑天鹅”
因素。（张道达）

两大板块成牛股集中地

董明珠连任格力电器董事长第二天
深交所下发关注函

地铁口偶遇的
陌生人为刁惠卿买
了地铁票，陪着坐地
铁到火车站，护送进
站上车，“刚坐下车
就开了。”如果没有
他相送，刁惠卿肯定
错过这趟火车。

热心的人

感恩的人
刁惠卿想找到

那位热心人，当面说
声“谢谢”。连着15
天，每天上午7点半
到8点半，下午4点
左右到晚上6点，她
都在地铁口等待，希
望能再次遇到。 昨日下午，华西坝地铁站A口，刁惠卿等待好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