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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退伍女兵返乡列车上救人
被授予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1万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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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7时）AQI指数 32 空气质量：优

2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6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22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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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22109期全国销售
274478389元。开奖号码：05、09、24、29、
35、05、12，一等奖基本13注，单注奖金
5529833元，追加9注，单注奖金4423866元。
二等奖基本108注，单注奖金89188元，追加
30注，单注奖金71350元。三等奖174注，单
注奖金10000元。726986669.25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3第22254期全国销售39342262
元。开奖号码：735。直选全国中奖23759
（四川1470）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
国中奖80463（四川4083）注，单注奖金173
元。43831187.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2254期全国销售15885742
元。开奖号码：73517。一等奖96注，单注奖金10
万元。393022639.8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1月21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9 月 18 日，在由德阳开往济南西
的 G1832 次列车上，一名乘客突然晕
厥，3名返乡退伍女兵挺身而出紧急救
人。21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授予3名退伍女兵刘芯汝、杜
雨欣、李娜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 1 万
元奖金。

列车上乘客晕倒
3名退伍女兵挺身而出

“5 号车厢一名女乘客突然晕
倒，现急需一名有经验的医务人员
帮助救治……”9 月 18 日，在由德
阳开往济南西的G1832 次列车上，
广播中突然响起列车长焦急的声
音，4名乘客在听完大致情况后，便
急忙赶往5号车厢。

当时，列车刚起步不久，一名女乘
客突然晕倒在车厢过道上，失去意识，
列车长见状便通过广播紧急求助。

当天，第77集团军某旅退伍女兵
刘芯汝、杜雨欣、李娜在送兵干部褚
强的带领下踏上这趟返乡列车。听
到广播后，4人紧急赶往患者所在的
车厢。

4人赶到现场，只见一个大姐晕
倒在车厢过道，脸色惨白，呼吸不畅，
情况十分危急。李娜曾在部队遇到过
类似情况，且学过相关卫生急救知
识。拖着行李箱的她第一时间拿出新
买的被褥，垫在患者身下。

“我想我快不行了……”大姐语气
虚弱，并且意识逐渐模糊。在有限的

时间内，李娜了解到她并没有病史，而
是中转着急赶车、旅途劳累、情绪紧张
所致。

“没事的，姐，有我们在……”
李娜安抚着大姐。褚强第一时间电
话联系部队军医，待描述症状后，
军医初步判断为二氧化碳呼吸综
合征。

随后，刘芯汝协助李娜迅速解开
大姐领口，抠出其口中异物，防止窒
息，并用纸巾环绕在口鼻处，防止二
氧化碳流失过多，以纠正呼吸性碱
中毒。褚强则带领杜雨欣负责疏散
过道上的行人，保持通风。

脱下军装脱不下责任
阿里正能量奖励1万元

在众人的救助下，大姐终于转危
为安，意识逐渐清醒，但说话还是含糊
不清。杜雨欣端来温水，防止其因天
气炎热出现脱水。参与救助的列车长
张文沁看到这一幕，悬着的心也终于
放了下来。大姐恢复神志后，拉着杜
雨欣想给她发红包表示感谢，杜雨欣
连忙推辞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这之后，4人寸步不离陪在大
姐身边，持续观察情况，直到列车到
站，他们与列车长一同将大姐扶下列
车后，才安心离去。

临别之际，大姐拉着褚强的手激
动地说：“真的太感谢了，如果没有你
们，后果不堪设想，永远忘不掉咱们解
放军的救命之恩。”

事后谈及救人的经历，李娜说：“虽
然我们退伍了，但退伍不褪色，脱下的
是军装，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9月21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联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授予刘芯汝、杜雨欣、李
娜3名退伍女兵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
奖金1万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9月
20日下午，四川高速公安一分局十六
大队民警接到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刘
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刘先生不
断向民警表示感谢：“谢谢民警，我们
已经接到孩子了，现在正准备启程回
家，谢谢你们……”

事情要追溯到9月18日，当天上
午，四川高速公安一分局十六大队民
警卢宇和何耀巡逻至成都第三绕城高
速德都段德阳境内时，突然发现前方
应急车道内有一个人蹲在护栏处。

民警立即停车上前查看，发现是
一名男孩，蓬头垢面神情疲倦，湿漉漉
的裤子上全是泥泞，手里拎着一瓶饮
料和饼干。

面对民警的到来，少年惊慌失措，
神情恍惚，甚至想逃跑。民警迅速稳
定其情绪，待其冷静后，无论怎么询
问，他都语无伦次，回答不出自己的基
本信息。在其身上仅发现一张身份证
和银行卡，也没有任何通信工具，更不
能准确说出自己家人的电话号码。此
刻车流量大，极易发生事故，民警迅速
将其带至高速公路收费站处。

通过身份证得知，该少年系湖南
宁乡县人，今年17岁。经过耐心询问，
民警得知少年是湖南某职业学校学生，
本该实习的他因与用人工厂闹矛盾，于

是便离开工厂出走，想看看世界。
少年一路乘坐火车辗转湖南、贵

州、重庆以及四川等多个省份。到达
成都站后，他的背包和手机都不慎遗
失，并且在成都也没有亲戚朋友，于是
便漫无目的到处走，直至在高速公路
上被民警发现。至于自己是怎么从成
都火车站来到第三绕城高速公路上，
他也不能准确表述清楚。此时他已经
几天没吃饭，仅靠干粮充饥。

民警将其带至收费站稍作安顿后，
为其端上可口的饭菜。收费站工作人员
还送来了干净的衣物。因少年无法准确
说出家人的电话，民警便通过身份证上
的地址多方查询打听，最终与少年家乡
属地派出所取得了联系，在派出所的帮

助下电话联系上了他的父亲。
通过交流得知，少年有智力障碍，家

人已多日未接到他的消息，正一筹莫展
焦急万分。此时他的父亲还不知道儿
子已经在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成都。接
到民警的电话后，孩子父亲喜极而泣，表
示立刻乘最快的火车来接孩子。

在与男孩父亲沟通协调后，民警
暂时将男孩送至彭州市未成年人救助
中心。

9月20日上午，男孩的父亲一到
成都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彭州市未成年
救助中心。在救助中心，见到走失多
日的孩子安然无恙，男孩父亲抑制不
住内心的激动，在电话那头不停对民
警的及时帮助表示感谢。

3名退伍女兵合影。图据第77集
团军微信公众号“西南雄师号”

少年离家出走误入高速 幸遇交警出手救助

闻苏轶卫坤祥 郑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施救现场。（视频截图）

民警为少年买来食物。四川交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