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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闷热！
这个地铁站一上午晕倒 10 人

忙救人 值班站长制服湿透了
追踪报道

帮忙送患病男孩就医的老杨决定

5000 元正能量奖金转捐他人

昨天的北京要多闷热有多闷热，
高
温加上 90%的湿度，从昨天早高峰至
中午 11 点，仅在地铁四惠站内，突然晕
倒的乘客多达 10 人。值班站长付昊天
把身体不适的乘客背到阴凉处，
再给他
们送水送饼干。几个小时内，
他的两身
制服全被汗水浸透了。记者了解到，
除
了天气原因，导致这些乘客身体不适，
多与熬夜、空腹等因素有关。

闷热致多名乘客身体不适
地铁四惠站是一号线与八通线的
换乘站，周边分布着多个小区，每天乘
客量多达 10 万人，早高峰的客流量占
到了四成。候车站台属于地面站台，
受
外部天气干扰较大，闷热的天气给站内
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站长，
八通线站台有乘客晕倒。
”
昨天
上午8点半，
值班站长付昊天穿好制服，
刚
刚把手台挂到肩上，
便传来了紧急情况。
付昊天赶往现场，
呼叫站台公安，
同时利用
广播询问站内是否有医护人员。
在站台上晕倒的是一位年轻女士，
付昊天和工作人员将她背到通风阴凉
处，用水小心擦拭其面部。好一会儿，
这位女士终于醒了过来。确定对方没
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史，
付昊天稍
稍松了口气，
和女乘客交流过程中他得
知，对方没有吃早点，上班赶时间心急，
天气又太闷热，这才引发了不适。
“虽然她说不需要去医院，但我看
她 手 抖 得 都 拿 不 起 手 机 ，真 是 不 放
心。”付昊天征得女乘客同意，用其手
机 拨 打 了 其 家 人 电 话 ，家 属 10 分 钟
后便到 了 现场 ，在家人坚持下 ，最终

还是叫了急救车。
在等待急救车赶来的时间里，
付昊
天又紧急处置了类似情况 3 次，他一手
拿着饼干，
一手拿着糖水，
在站台里不停
奔跑。另一位夜班值班站长张少波在早
上 8 点半就应该下班了，为了保障乘客
安全，
熬了一宿的他主动放弃了休息。
整个早高峰，
站内共有 9 名乘客因
天气闷热突发身体不适。中午 11 点，
付
昊天刚刚把湿透的制服换新，
手台便又
响了，
一号线站台一位 49 岁女乘客晕倒
了，
这身刚换上的制服很快又湿透了。

晕倒的大多是年轻人
昨天早高峰至中午 11 点，地铁四
惠站内共有 10 名乘客突然晕倒，绝大
多数情况出现在早高峰时段，其中 40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 9 人，女性占比 9
人，2 人被送医。经站内工作人员询
问，晕倒原因除了天气闷热，多是没吃
早点、熬夜、生理期等复合原因导致。
“工作很重要，身体更重要啊！”付
昊天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况他看着也挺
着急，为了应对闷热天气，站内准备了
应急防暑降温药品，
但闷热天气只是一
个“诱因”，在应急处置这类问题时，他
发现饼干、糖块、饮料成了“良药”。站
内工作人员提示，天气闷热，心急、熬
夜、空腹导致的问题都可能会被放大，
在站内一旦发生身体不适，
应及时向站
内工作人员求助。
下午记者在地铁一号线车厢内注
意到，车厢内广播也多了一条提示，提
醒乘客某些车辆空调较高，
如乘客身体
不适可先到站台休息，
换乘其他车次。

相关 公交车上老人中暑
新闻
除了地铁，近日公交车上有乘客因
高温天气引发身体不适的情况也不少，
7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左右，76 路公交车
上一位老年乘客刚上车突然头晕呕吐，
老人说在站台等车时就有点头晕，疑似
高温中暑，驾驶员张师傅为老人提供了
矿泉水和祛暑药品，经老人同意拨打
120 进行救助。
记者从公交客四分公司了解到，
为
了在高温天气下保障乘客能有凉爽舒
适的乘车环境，空调开启是硬性规定，
同时要求驾驶员每天做好空调设施的

检查，并在出场前就提前开启空调制
冷,使乘客一上车便会立刻感受到凉
爽。车队每周对空调出风口进行清理，
以此保证制冷效果。
部分驾驶员在车内配备了防暑降
温药品，有藿香正气水、仁丹、维 C 银翘
片、风油精等多种应急用药，以备乘客
不适时进行紧急救治，
同时提醒夏季出
行乘客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为了保证
驾驶员安全驾驶，车队在中关园、西直
门、公主坟等多个中途站为驾驶员准备
了冰镇矿泉水等降温饮料。

温馨
明天的高温尤其注意！
提醒
昨天傍晚虽有降雨，
尚不能缓解高
温，
从天气预报来看，
今明两天，
最高温度
均超过 35 摄氏度，
直到本周四才略有下
降。而周五、
周六气温又有所升高。在这
样的高温、
桑拿天，
有哪些细节值得注意？
辰邦急救讲师李杨表示，应对高
温，预防为主，要早上吃早点，
晚上注意
休息时间，适当运动，如果有低血糖病

史的要自身带一些甜味食品。如果身
边有人突发身体不适，
首先是对患者进
行询问，初步判断病因，如果是低血糖
造成的，在患者有意识的情况下，给患
者吃一些食物补充糖分。要保持空气
的流通，找个通风好的地方，让患者进
行休息，及时找相应的工作人员来进行
帮助。
本报记者 景一鸣

本报讯（记者褚英硕）7 月 15 日，本
报一则《感谢热心的北京人！
》的报道，
讲述了浙江来京旅游的男孩暖暖在旅
途中突发疾病，幸好遇好心人老杨开车
送医一事。老杨乐于助人的事迹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获得了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第 297 期评选活动的二
等奖。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决定奖励老杨 5000 元正能量奖金。
7 月 13 日，从浙江来京旅游的冯女
士和老伴，带着 9 岁的孙子暖暖，到八
达岭长城游玩。没想到旅行途中，暖
暖突发急性肠胃炎。在打不到车的紧
急时刻，多亏一位姓杨的好心人开车
及时将孩子送到医院治疗。老杨在医
院守候了近 4 个小时，待孩子的病情稳
定下来才离开。老杨的善举让冯女士
一家感受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温暖，
他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位好心人，道一
声感谢。几经辗转，记者联系到了这
名帮忙送医的老杨，他的名字叫杨富
森，是八达岭传奇旅游公司安保部的
经理。

■广告

在本报记者的牵线下，杨富森得知
将获得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奖励的 5000 元正能量奖金。面对这笔
奖金，杨富森表示，他在帮助孩子时，从
未想过得到任何好处和奖励，只是觉得
孩子的病最要紧，景区周边又打不到
车，开车送医是举手之劳的事，谁遇到
都会帮上一把的。杨富森说，当时在医
院里，冯女士就曾想给他 500 元钱以示
感谢，被他拒绝了。现在，这笔奖金他
也不能接受，
“ 如果收了钱那帮助别人
的事就变了味儿。”因此，他决定将这份
奖金转捐给一些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
笔钱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让正能量
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对于杨富森乐于助人的事迹，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的工作人员表示，
“一
边是孩子突发疾病的焦急无助，一边是
陌生人温暖驰援的紧急救助。生活中，
在那些意外降临的灰暗时刻，总有一线
曙光从裂缝中洒落。善良的人自带光
芒，给无助的人以希望，照亮自己和他
人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