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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听周围的人，听说
他是卧龙区民政局的，姓吴，
第二天我又通过 114查询台
查到了他单位的电话，并找到
了他的联系方式，得知吴先生
叫吴冰。”高先生告诉记者，他
打电话要当面感谢吴先生救
命之恩，可被吴先生婉言谢
绝。

4日，记者与吴冰取得联
系，他告诉记者，这事已经过
去几天，他不想张扬，不想让
外界知道，再说谁要有能力碰
上了都会出手救人，在记者的

一再坚持下他向记者还原当
时救人的过程。

“我是一位转业军人，当
兵时学习过游泳。当时是星
期日我在附近钓鱼，突然听到
有人落水喊救命，我二话没
说，甩掉上衣就跳水救
人，没几下就拉着了落
水者的衣服，然后一点
一点地把他往岸边拉。”
吴冰告诉记者，“水中救
人特别费劲，再者自己和
落水者都带着衣服，阻力
较大，每前进一步，都累

得全身无力，喘气连连……”这
个地方以前是一个采砂坑，浅
的地方有两三米，深的有四五
米，他把落水者推到岸边时，
已累得精疲力竭，瘫在地上好
长时间才恢复正常。④5

“当时跳水救人真没想那么多”

勇救落水者后，他悄然离开——

吴冰：谁碰上了都会出手相救
□本报记者 杨长坡

“当时跳水救人真的没想那么多，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会游泳的话谁都会
去救的。”卧龙区民政局办公室的吴冰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么说，这事已经过去
几天，他不想张扬，所以被救者高先生一再说要向他致谢时，被他婉言谢绝。

“当时，我再有三两分钟
不被人救，就会被淹死！”11
月3日，被救者高先生告诉记
者，这件事过去好几天，但每
每想起，心里还特别后怕，如
果没有吴先生出手相救，后果
不堪设想。他特地写封感谢
信想通过记者转交吴先生。

高先生回忆说，10月 28
日中午 11时许，他开车来到

白河桃花村饭店附近游玩，他
转悠累了，就蹲在水边一块石
头旁看别人钓鱼，但令其没想
到的是当站起来时，忽然头一
晕扑通一声栽进白河。当时
高先生因不会游泳，很快便沉
了下去，他用脚探了两次都没
探到底，他心里一下子恐惧起
来，心想这一下肯定完了。

“正当我在胡乱挣扎连连

呛水时，我感到有人快速向我
游来，将我拉着，轻轻推向岸
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
再次能站着时，已站在浅水的
岸边。”高先生告诉记者，后来
岸边两三个钓鱼人又来帮忙，
才把他拉上岸。由于连惊带
吓，他被救上岸后，好长时间
才回过神来，再回过头来找救
人者，他已经悄悄离去。

“是吴先生在危急时刻救了我” 本 报 讯（记 者 徐 蕾
通讯员肖书鼎）“我们在山上
被山蜂袭击，一组下来，另一
组还在山上……”11月 3日
上午，桐柏县大同桥南头，正
巡逻的桐柏交警大队交警刘
洪志、邓帅遇到学生求助。

看到求助学生，两名交
警询问得知，孩子们是外出
写生的，当天他们十几个学
生分两组由两名老师带队前
往凤凰山，可在写生时遇山
蜂袭击，他们先下来，还有一
组人在山上没下来。

刘 洪 志 、邓 帅 立 即 分
工 。 邓 帅 拨 打 120，联 系
119进行救援除蜂。刘洪志
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上山搜
救另外一组学生。上山途
中，刘洪志发现，山蜂已满天
飞，情况危急。途中他陆续
遇到下山学生，在询问相关
情况的同时，他告知被蜇伤
的学生，救护车等待的位置，
然后继续搜寻，20多分钟
后，直到把所有人员都送到
救护车上，刘洪志因被蜇伤
严重发作已无力上车。原来
刘洪志对蜂类蜇伤过敏，但
他的这种过敏体质完全没有

阻挡他上山救人。
昨日，记者与刘洪志取

得联系，得知他已无大碍出
院了，受伤学生在接受救治
后都已被家长接走。

又讯（记者李金玺 通
讯员李晓卓）11月 1日，发
现一辆货车停在路边，交警
就上前询问得知，原来是货
车司机突然发病。得知这一
情况后，交警急忙用警车将
司机送往医院。

当天上午 10时左右，
唐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黑
龙镇中队民警在 240省道
黑龙镇黄泥沟路段执勤时，
突然一辆货车停在警车对
面。看到这一情况，民警上
前询问得知，原来货车司机
在驾车途中突然头晕呕吐、
满头大汗无法驾车，看到路
边民警就上前求助。民警
立即拨打 120，并把货车司
机扶到警车上，开往唐河方
向和赶来的 120急救车会
合，直到行驶 20多公里处
与 120急救车相遇，民警把
货车司机送到 120急救车
上，为货车司机的抢救赢得
了宝贵时间。④5

学生山上遇蜂袭 司机驾车突发病

救援，交警在路上

每周六、日，将有京城专家到院

一 湖 丹 江 水 ，连 接 京 宛
情。11月 3日，南石医院迎来
了北京 12位名家大腕到院坐
诊，推开了北京向南阳输出优
质医疗资源的序幕。今后，每
周六、周日，都会有北京专家到
南石医院坐诊。

上午 8点 30分，南石医
院与北京名院专家团合作签
约仪式正式举行，南阳市卫
计委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作
重要讲话。

南石医院与北京名院专家
团的合作签约，是为响应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让南阳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京城
名院专家精湛、优质的医疗技
术服务，降低百姓找北京专家
就医的成本。

签约仪式结束后，12名北
京大腕专家分头到各个诊室坐
诊，提前预约的患者排成长龙
等待，涉及的专业有胸外科、风
湿免疫科、普外科、呼吸内科、
口腔科、内分泌科、肿瘤内科、
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科、妇产
科、骨科等。

“签约之后，将会有中国医

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
积水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301医院）、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医学
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卫
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首都
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
贞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同仁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
爱医院等北京知名医院专家团
每周末到南石医院坐诊、手术、
查房、会诊、讲学。今天，首次
到来12名专家，在院时间为两
天。”北京名院专家团总经理张
道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北京名院专家团是由北京
三十几家著名三甲医院的业务
骨干组成，均具有副主任医师
以上职称，拥有丰富的临床实
践经验、责任心强、技术过硬。

“与北京名院专家团的签
约，是落实南阳市政府诸葛人

才计划、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
缓解南阳百姓疑难重症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不为我所有，
但为我所用，今后，北京大腕专
家每周末到我院坐诊、查房、手
术、带教两天，我们努力成为医
疗卫生行业借力发展、推动分
级诊疗的典范。”南石医院院长
赵俊祥说。

南石医院 2014年迈入国
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行列，日
常管理精细独到，在学科的选

择和建设中，一切围绕患者，做
精专科，带动综合，近两年，南
石医院更是以雄厚的资本引入
高端医疗项目，港式的整形美
容、口腔科的隐适美牙齿矫正
项目、全飞秒近视摘镜手术，以
及推出的家庭医生诊所签约制
等，既踏准了百姓的需求，又填
补南阳医疗发展体系中较为薄
弱的环节。

北京名院专家团经过精挑
细选，决定入驻南石医院，北京

专家团设置南阳预约服务专
线：13937797039。他们带着
熟练高超的临床技术，优良的
工作作风，为南阳患者解除病
痛，为南阳百姓的健康保驾护
航。我们相信，南石医院的吸
纳人才理念，会对提升我市整
体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医疗
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累累累3

南石医院成为“北京名院专家团定点医院”
□本报记者 郭东里 通讯员 李春晓 文/图

南石医院与北京名院专家团签约现场

南阳医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