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

这种发扬人道主
义和救死扶伤精神、保
护人民健康的行为，符
合执业医师法等相关
法规，值得表扬和肯定

救人
医生

“ 以 后 遇 到 这 种
事，自己还是会毫不犹
豫地去给病人力所能
及的帮助。”

铁路
部门

列车工作人员未
向陈医生做好沟通解
释，造成了误解，在社
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
反映出我们对突发状
况考虑不周、处置方式
欠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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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雪枫：
文武兼备的虎胆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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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雪枫，1907年生于河南省镇平县。大
革命时期，彭雪枫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接受了
马列主义，开始了“出生入死，致力革命二十
年”的光辉斗争历程。

1932年9月上旬，红三军团师长郭炳生企
图挟所属第五团叛变投敌。时任师政委的彭
雪枫仅带随行武装潜行北上追了5天，将全体
指战员带回来与主力会合，因此荣获“红星奖
章”。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
战略转移的危难形势下，他调任中革军委第
一局（作战局）局长，协助朱德、周恩来等进行
军事指挥。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中，彭雪枫
派出掩护部队，掩护中央纵队过河，进入川
南；二渡赤水时，彭雪枫率领缩编后的红十三
团，与兄弟部队一起，在二郎滩背水作战，为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创造了条件。

攻打娄山关时，彭雪枫率领红十三团担
任正面主攻任务。在兄弟部队的一起努力
下，取得了战斗胜利，战斗之后，彭雪枫又率
部向遵义方向猛追，与兄弟部队全歼守军，重
占遵义。后来，他又在彭德怀等率领下，占领
了老鸭山，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

彭雪枫英勇善战，一次次深入敌后险境，
圆满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堪称虎胆英雄。

1936年9月，毛泽东亲点彭雪枫担任“特
使”，辗转半个中国，力促国共合作，“逼蒋抗
日”，为我党争取在战略大环境中的有利局势。

西安事变爆发后，彭雪枫沉着冷静地向
阎锡山转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抗战主张，
促使其态度从反对到中立，再从中立转到“共
维大局”的立场上来，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
决，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各势力的联合抗战作
出了卓越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彭雪枫被任
命为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少将参谋处长兼八路
军驻晋办事处主任。1938年1月下旬，彭雪
枫再次肩负毛泽东赋予的“开展豫西敌后游
击战”的新使命，走上了运筹中原抗战的第一
线。1939年2月，在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敌后根
据地的战略决策下，彭雪枫率领部队挺进敌
后，宛如一把利刃再次插入敌人心脏，取得了
一次次胜利。

不幸的是，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指
挥河南夏邑八里庄战役时，被流弹击中，壮烈
殉国，时年37岁。 据新华社

女医生高铁上紧急救人
被征询医师证引热议

铁路部门回应：感谢医生善举，就不当行为致歉

近日，有微信公众号载文
及网民发帖称，一名陈姓医生
在高铁上帮助救治一名生病
乘客，救人之举完成后其被要
求提供医师证。这起事件引
发网友热议后，中国铁路南宁
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
19日发出“致歉说明”，向积极
参与救治的医生及广大医务
工作者致歉，并表示将进一步
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努力改进
服务工作。陈医生表示，已收
到致歉，此事是沟通不畅所
致，以后还会继续做好事。

埃塞俄比亚政府17日说，埃塞俄比
亚航空公司失事客机“黑匣子”所含信
息显示，这起空难与不到5个月前印度
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空难呈现“明显相
似之处”，且两架客机同为几近全新的
波音737 MAX 8型客机。

美国联邦航空局承认，卫星监测数
据显示两架客机坠毁前轨迹相似：客机
起飞不久，飞行高度急剧变化，本应爬
升却突然俯冲，飞行员报告操控困难、
要求返航，却无法阻止飞机坠毁。狮航
客机坠入大海，189人丧生；埃塞航空客
机坠入田野，157人遇难。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运输部和联邦
检察部门正在调查联邦航空局对波音
737 MAX系列飞机安全性的检测和认
证程序。

“自产自验”？
美国《华尔街日报》17日报道，美国

运输部正在调查联邦航空局对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设计的安全认证程序是
否合规。

报道说，运输部在去年10月29日狮
航空难发生后启动调查，由运输部督察
长主持，针对联邦航空局在检验MAX
系列客机MCAS系统安全性时是否应
用适当的设计标准和工程学分析。

另一方面，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大
陪审团3月11日向“至少一名”参与开发
MCAS系统人员发出传票，要求对方本
月晚些时候提供资料。暂时不清楚传
票是否关联运输部调查。

埃塞空难发生后，媒体披露多名美
国民航飞行员曾经报告MAX机型
MCAS系统导致操控困难。

波音公司客机制造厂设在华盛顿
州西雅图市附近。《西雅图时报》17日报
道，多名联邦航空局飞行安全专家以匿
名为条件披露，这一部门把MAX客机、

包括MCAS系统的部分安全检验程序
交由波音工程师操作。

为减少开支，联邦航空局2009年起
把部分检验业务“指定授权”交由飞机
制造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承担。按照
那些专家的说法，波音交给联邦航空局
的MCAS系统安全性分析报告中有“几
处关键瑕疵”，对MCAS系统的潜在风险

“轻描淡写”。但后者没有要求波音作进
一步说明，而是依据标准程序予以批准。

《西雅图时报》说，检验程序“匆
忙”，缘由是波音急于让MAX系列面
市，与老对手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推出的
中程单通道客机A320 NEO系列竞争。

波音没有立即回应这篇报道。联
邦航空局在给多家媒体发送的电子邮
件中声明，“737 MAX系列客机验证过
程遵循航空局的标准验证程序”，这套
程序“经严格制定，持续保障出产安全
机型设计”。

反应“迟钝”
埃塞空难发生后，全球130多个国

家和地区下令停飞或禁飞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等待对安全性的确
认。美国方面起初坚持MAX系列“适
航”，后续发布停飞令。联邦航空局一
向被视为全球航空监管领域权威，这次
反应“迟钝”，备受质疑。

联邦航空局已向美国国会通报，波
音公司将升级MCAS系统软件，使系统
能同时参考MAX系列飞机所搭载两个
迎角传感器的数据作出反应；限制系统
触发后“水平尾翼的旋转幅度”；系统触
发生效仅限“一轮”，而非重复多次。

《西雅图时报》报道，空难遇难者家
属可能发起诉讼，波音必须解释，这些修
正为什么没有在原始设计中体现？联邦
航空局同样需要为它“盖章”波音MCAS
系统安全性的做法辩护。 据新华社

波音737 MAX“安全认证”成疑
是否存在“自产自验”？美国检方介入调查

B 同行声音
公共交通是否能出具一份

紧急医学救助免责三方协议？

该事件被曝光后，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心脏
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程才称，也
遇到过类似情况，但他表示理解。

程才表示，自己有一次在火车
上救治了一名病人，也被要求写下
抢救经过、核实身份、留下联系方
式。他认为，确认身份后，以后有
事还能联系，其实是很正常的。程
才医生同行也表示：之前也有三次
被要求提供医疗证件，但觉得可以
理解，毕竟担心非医学专业人士万
一瞎凑热闹，反而影响正常救助。
但公共交通应出具一份紧急医学救
助免责三方协议，由病人、医生、乘
务长三方知情同意，病人或家属无
法知情同意时，由乘务长代为签字。

一些医生则表示：医师根据有
限专业经验及紧急救治时有限诊
疗条件下，做出的判断与救治，应
有全面免责并不予追究之类的条
款，以及非医师本人及病人双方允
许，不应有司乘人员拍摄视频，也
应写入条款。否则，或会降低公共
交通紧急医学救助的应答率。”

C 律师解读
实施紧急救助
不要求主体资格

随着铁路部门就该事件发表
致歉声明，网友也展开了更广泛地
讨论：大致分为“若产生医疗纠纷
时，可留存证据免责”以及“索要资
格证明可能会寒见义勇为的心”两
派。更有网友忧心，以后路遇“急
患”，没有资格证明或非专业出身
是不是就只能袖手旁观了？

对此，广东金宏桥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赵善启表示，医生在高铁
救人的行为属于紧急救助。对于实
施紧急救助的主体资格，法律没有
作相关要求，即使不是持有执业医
师证的医生，具备相关医疗急救知
识的公民都可以实施紧急救助行
为。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
法》，国家在制定法律时都是鼓励救
助行为的。同时，相关法律规定，因
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
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救人
医生紧急施救后
被索要医师证

3月18日，微信公众号“江淮医学”
发文称，3月17日中午，广西一陈姓女
医生在由柳州去南宁东的动车上，因
听到广播呼叫有乘客不适需要医护人
员救治而前去帮忙。

在问明病史、查体、帮助服药后，
患者症状缓解，但没想到当陈医生准
备返回自己的车厢时，被列车乘务员
要求出示医师执业证。当她表示未随
身携带后，乘务人员又要求查看她的
身份证和车票拍照存案，同时要求她
写一份情况说明，在文末注明为本人
所写，“然后签名画押，留下具体联系
方式”。

此外，陈医生发现自己诊疗时，乘
务人员“冷静地站在一旁默默地全程
录像”。

经过多方查证，救人的陈医生为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一名技术骨干。在该院的耳鼻喉科
室，陈医生的一名同事表示，陈医生在
动车上救人的事情，同事们都已经知
道，她平时就是一个很热心的人。

热议
出不出示医师证
网友看法各不相同

“江淮医学”上的文章，很快被网
友大量点击、转载，引起了热议。不少
网友担心，列车员此举会“凉了医生们
的心，今后列车上再有呼救，还有医生
敢站出来吗？”

有的网友则表示理解，认为需要
就出示，没有携带就说明原因，“既然
敢做就敢于承担责任”。

还有网友认为，列车员此举做得
对，万一有纠纷，既可以为医生作证，
也可以为列车员撇清责任。

道歉
南宁客运段回应：

处置欠妥，向医生致歉

针对此起事件，中国铁路南宁局
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回应表示，
经调查，3月17日，由柳州开往南宁东
的动车D3563次3号车厢一名男性旅
客突发疾病，列车工作人员紧急通过
广播寻医，陈医生听到广播后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对旅客进行积极救治，旅
客转危为安。

据铁路部门介绍，其间，为了留存
与救治相关的资料，列车工作人员征
询陈医生是否有医师资格证等证件，
并对周围旅客、救治过程留下有关文
字及影音资料。出示医师资格证并非
规定的程序，留存联系方式和现场救治
情况主要是便于后续医院更好地救治。

就网民热议的紧急救治缘何需要
提供证件并留资问题，铁路部门回应
记者称，此次操作流程并非针对医务
人员本身，而是根据日常应急处理要
求来做的，包括检查乘务人员应急服
务是否规范等。南宁客运段表示：“在
此起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列车工作人
员未向陈医生做好沟通解释，造成了
误解，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反映
出我们对突发状况考虑不周、处置方
式欠妥的问题。对此，我们向积极参
与救治的医生及广大医务工作者致
歉！铁路部门对及时施以援手的陈医
生及所属医院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对
长期以来在铁路车站、列车上积极救
治突发疾病旅客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表
示衷心感谢。”

女医生回应“索证事件”：
“以后还会义不容辞救人”

事后，救人女医生陈瑞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以后碰到类似情况，还会
义不容辞地救助患者。

参与救治的陈医生回忆说，当时
列车员的态度很好，只是按照流程在
处置，列车员还通过短信和电话联系
她说明情况并表示歉意。“当时没想那
么多，关键时刻给予病人相应救助是
一个医生的本能。铁路方面已有相关
负责人跟我联系，表示将登门道歉。”

陈医生表示，回到单位后自己就
投入工作中了，19日上午还在医院进
行了一场手术。“以后遇到这种事，自
己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去给病人力所能
及的帮助。”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相关处
室负责人表示，陈医生在动车上积极参
与乘客急救，表现出一位医务工作者应
有的职业素养。这种发扬人道主义和救
死扶伤精神、保护人民健康的行为，符
合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规，值得表扬和
肯定。“希望全自治区医务工作者向陈
医生学习，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
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为保障人民
群众身心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A“索证”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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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武汉晚报》、
《广州日报》等

陈医生救人后写下的情况说明。

三部委发文：
中小学、幼儿园校方负责人

应与学生共同用餐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

共同发布《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从4月1日开始执
行。《规定》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
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有学校相关负责
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
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规定》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
法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学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工作以及食品安全突发事故应对工作，将
学校食品安全纳入本地区食品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和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规定》中称，学校应当建立集中用餐信息
公开制度，利用公共信息平台等方式及时向师
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等信息，
组织师生家长代表参与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的管理和监督。 综合央视、教育部网站

纳扎尔巴耶夫
宣布辞去哈萨克斯坦总统职务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
夫19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纳扎尔巴耶夫当天在对国民发表电视讲
话时宣布自3月20日起辞去总统职务。他表
示，到举行总统选举前，哈萨克斯坦国家领导
人的职务将由哈议会上院议长托卡耶夫代为
履行。辞去总统职务后，纳扎尔巴耶夫仍将
担任执政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主席，以
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纳扎尔巴耶夫现年78岁，曾担任哈萨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哈共
中央第一书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总统等职务，曾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1年12月，当选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首任总统，之后四次连任。 据新华社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
举与民意代表选举

将于1月11日投票
台湾选举事务主管机构“中选会”19日举

行委员会议通过，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
举与民意代表选举将于2020年1月11日投
票。

今年1月31日，“中选会”委员会议讨论通
过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将合并
选举，于同日举行投票。2012年和2016年，
台湾已有两次合并选举前例，选举投票日分
别是1月14日、1月16日。 据新华社看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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