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朝霞和燕续锋的事
迹一经报道，马上引起大
家热烈的响应。摘录部分
公司领导、员工、以及新余
发布网友评论如下：

荫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袁 使自己成
为拥有正能量的人遥

拥有正能量的人袁坚定自己的信念袁
拥有人生的目标袁 知道自己的所需并为
之不断努力遥

他们欢迎变化也制造进步袁 他们会
给你惊喜袁同时也会带给你感悟遥当困难
来临袁他们不嫌麻烦或贪图安逸袁他们知
道山丘后面会有道更美丽的风景遥

在人生的道路上袁选择与谁同行袁比
要去的远方更重要遥 要要要张中良

荫善良的心地袁 就是黄金遥 要要要莎
士比亚遥人这一生能力有限袁但是努力无
限袁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袁做一个心态阳
光的人袁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袁用正能量
激发自己袁也感染身边的朋友遥 霞妹袁锋
哥袁 你们的大爱善举袁你们的无所畏惧袁
你们的勇敢向前袁 好运也会以各种形态
与你们不期而遇袁 世界也会因你们而光
彩浴

荫鸟随鸾凤飞腾远袁 人伴贤良品自
高遥

荫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袁 富有
同情心尧爱心袁同时又保护了自己袁不错
不错!

荫正因为有了像黄朝霞尧 燕续锋这
样的好心人袁社会才充满爱遥

荫黄朝霞和燕续锋有着类似的经
历袁都是瑞晶渊瑞安冤公司老员工袁都是从
基层干起袁伴随企业发展逐渐成长袁现在
都是公司中层干部袁 担负着部门负责人
的重任遥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瑞晶
渊瑞安冤公司用人之道院德才兼备袁以德为
先遥 我以身在这样充满正能量的企业而
自豪袁 黄朝霞尧 燕续锋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浴

荫助人为乐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道
德素质遥 要凭良心做人袁凭责任做事遥 做
好事是快乐的遥回想起救过的人尧帮过的
人袁这是生命中最大的一笔财富遥

荫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冶遥 行善是人的本性袁每个人都有
遇到困难的时候袁要有互帮的精神遥在帮
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遥

荫救助倒地者反被讹袁 这样的事情
毕竟是少数袁我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遥

荫在帮助别人的同时首先要保护好
自己袁依靠仔细辨别真伤假伤袁可以用手
机录音录像保存证据袁 或请求旁人作证
等遥

看到一个微博转载院近日网上流传一个视频袁河南
驻马店一名女子过斑马线时袁 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在地袁
事发后袁被撞倒女子横躺在马路上袁多辆汽车和多名行
人路过袁没有一辆车尧也没有一名行人停下来查看情况
施救袁一分钟后袁该女子遭到另一辆汽车二次碾压遥路人
对遇险者作壁上观的类似新闻不断在各地反复上演袁
扶钥不少人害怕救助被对方反野咬冶一口袁不扶钥又将面临
良心上的谴责遥

如果人们不是那么的冷漠袁一条鲜活的生命是不是
不会远去钥

作为一名路人袁面对遇险者袁你会怎么做钥
扶与不扶袁严格说起来似乎并没有对错遥扶袁那是对

生命的敬畏袁不仅仅需要勇气袁也需要智慧遥伤者遭遇事
故是不幸的曰如果在此刻有人施以援手袁他就是幸运的遥
在他遭遇痛苦的时候袁有人守护着他袁伸出了一双援助
的手袁接着出现了第二双尧第三双温暖的手遥

一直以来袁 我们相信一个人的行为是可以感染

周围的人尧身边的人遥 施救者用实际行动默默地感染
路人停下匆忙的脚步袁共同参与救助遥 一个人的行为
不是偶然的袁 我想更多的源于人的本性院 人心本向
善遥

扶与不扶袁受社会上一些负面的新闻的影响袁困扰
着很多人遥 但是袁也有很多人袁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坚持遥
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袁 做好事也一样存在风险袁可
是我们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去做吗钥也有被扶的人利用人
们的善良去谋取自己的私利袁可是我们能因为少数的一
些人而忽略更多需要扶助的人吗钥

也许袁我们会有一颗趋利避害的心袁但是袁我们也有
一颗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冶的善心袁
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品质也是我们国家所提倡的遥
希望有更多的人们来传播正能量袁让需要帮助的人不再
无助曰也希望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袁让善良的人们敢
于伸出援助的双手遥让野扶与不扶冶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难
题遥

“扶与不扶”
———困扰人们的中国式难题

采购部 成 玲

近日袁网上流传这样一个视频院河南驻
马店一女子过马路时袁 被一辆出租车撞倒
在地袁事发后袁被撞倒女子横躺在马路上一
动不动袁期间多辆汽车和多名行人路过袁无
一辆车停车查看情况袁也无一人上前施救袁
一分钟后袁 该女子遭到另一辆汽车二次碾
压遥 不少人在感慨尧悲愤世态炎凉尧路人冷
漠的同时袁 却将众人的冷漠归过于十年前
的野彭宇案冶遥

近年来袁 路人对遇险者作壁上观的类
似新闻不断在各地反复上演袁 而每当类似
新闻出现袁野彭宇案冶 就会被再次纳入公共
讨论的范围遥 一时间袁野扶不扶冶仿佛成为了
一个困扰人们多年的中国式难题袁 提供救
助怕被对方反咬一口袁 不提供救助又将面
临良心上的谴责袁 甚至这个话题还上了春
晚遥 其实袁在再次讨论这一话题之时袁我们
不妨重新回到野彭宇案冶案情本身遥

该案中袁从法律真实看来袁彭宇在第二

次庭审时承认 野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
了冶袁但否认是与老太太相撞遥 第三次开庭
中袁 原告方提供了一份主要内容为彭宇陈
述两人相撞情况的笔录照片袁 虽然这份笔
录因警方失误丢失客观上无法提供原件袁
但也得到了当时做笔录的警官的确认遥 结
合彭宇自述曾经与人相撞却说不清与何人
相撞以及经警方确认的笔录照片袁 这就构
成了优势证据袁 一审法院认定彭宇与老太
太相撞并无不妥遥 而从客观真实看来袁事别
多年后袁 彭宇也承认了当年确实和老太太
发生过相撞遥

遗憾的是袁当年一些媒体一边倒地将彭
宇野人设冶为被冤枉的野好人冶袁毕竟野好人蒙
冤冶的剧情要比野撞人该赔冶的现实更加能够
撬开读者的眼睛袁撩动他们互动的欲望遥 而
不得不说的是袁 或许是人性的自私因子使
然袁我们习惯于为自身在众人中的冷漠去找
到一个客观而冠冕堂皇的借口袁野以讹传讹冶

似乎总比真相走得快一些遥 这就造成如今
遗憾又尴尬的局面袁人们对于该案的误解尧
误读越陷越深袁 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坚信着
彭宇仅因施救而被判赔偿的假象遥

实际上袁对于野扶不扶冶问题袁法律早有
答案遥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院野当事人对自
己提出的主张袁有责任提供证据冶遥 最高人
民法院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曳规
定袁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遥 没有证据或者
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袁由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遥 冶可
见袁如果被扶者不能证明扶人者将其推倒袁
扶人者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遥

严格意义上袁我国司法实践中袁也并未
发生过一起仅因扶人而让扶人者担责的判
例袁或许也正因此袁每每发生类似事件袁一
些人只能拿出一件十年前被误读的 野彭宇
案冶来唏嘘不已袁感叹世风日下袁乃至为冷

漠寻找借口与出口遥
值得强调的是袁即将正式实施的叶民法

总则曳 再次重申了法律对见义勇为的态度袁
野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袁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遥冶即便施救行为
对受助人造成了一定损害袁救助人也无须担
责袁更何况袁损害本非救助人所致遥 而这些
年袁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叶奖励和保护见义勇
为人员条例曳袁国家与地方对野义者冶的奖励尧
保护长效机制正在日趋完善遥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所提倡的高尚道
德品质遥可以说袁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一颗野老
人老尧幼人幼冶的善心袁而同时又有着一颗趋
利避害的私心遥而当我们见到有人需要帮助
时袁当我们在野扶不扶冶问题上袁左右徘徊尧桎
梏不前时袁我们必须在内心上确信袁救助行
为永远不可能成为侵权的证据袁野彭宇案冶不
能再成为我们逃避的借口袁法律始终站在善
者那一边遥 来源院中国法院网

遇到路人摔倒野扶不扶冶的野扶冶是指
救助的意思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野扶冶遥 专
家建议院如果路上遇到有人倒地袁 野扶冶
与野不扶冶确实要根据现场情况而定袁比
如有人从高处坠下袁如果产生了骨折袁就
不适合马上搬动曰 如果搬动的是心梗患
者袁更有可能导致猝死遥 因此普通市民在

遇到有人倒地后袁 可以根据现场情况来
做判断遥

通常情况下袁施救者可查看患者面色尧
呼吸是否正常袁神志是否清晰袁以此来对患
者身体状况进行判断遥 如果患者清醒袁市民
可以主动询问对方需不需要扶遥 如果对方
同意袁那么可以扶起患者袁将其移到空气新

鲜流通的地方袁 最好不要轻易改变患者的
体位遥

如果发现患者倒地后没有意识袁 呼吸
也不正常的话袁 应第一时间拨打 120 电话
呼救求助袁同时实施抢救袁最好立即将患者
摆放为仰卧位袁解开患者上衣袁并进行徒手
心肺复苏遥 心肺复苏有一个野黄金 8 分钟冶遥

人的心跳一旦停止袁 超过 8 分钟就会出现
脑死亡袁处于植物人状态袁超过 10 分钟的
话抢救成功率几乎为零遥 如果情况紧急袁施
救者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袁 可以拨打 120袁
告知接线员对方具体症状袁 在接线员的指
导下进行正确的急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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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院很长一段时间
以来袁野扶不扶冶屡次成为
了公众话题袁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伴随事件出现遥 原
本最简单不过的助人行
为袁却因为野讹不讹冶而要
左右衡量袁成为难题遥 不
扶袁于心不忍袁扶了袁唯恐
引火上身遥 如果遇到路人
摔 倒 袁你 野扶 冶还 是 野 不
扶冶钥 对于这个问题袁瑞晶
渊瑞安冤 公司员工黄朝霞
和燕续锋用实际行动给
出了答案遥

6 月 14 日袁天正下着雨袁江西瑞晶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部黄朝
霞像往常一样骑电动车上班遥 在上新公路上槎路口往下村镇 50 米处袁一
名男子摔倒在路边昏迷不醒袁摩托车压着双腿袁头部血流不止遥

天还在下雨袁很多路人看一眼后又匆匆离去袁几辆槽罐车和后八轮货
车溅着水花呼啸而过遥 野不行袁这太危险了袁造成二次碾压怎么办钥 冶雨幕
中袁 黄朝霞冷静地将电动车停在离出事地点十米远的地方挡住来车遥 然
后袁她为昏迷的伤者撑起雨伞袁并赶紧拔打报警电话遥

野7 点 14 分袁我拨打了 120袁详细描述伤者情况及出事地点遥 接着拨打
110袁再次详细描述情况遥 冶黄朝霞说袁路上车辆越来越多袁雨越下越大袁她
一边催着救护车袁一边呼唤伤者遥

终于受伤男子慢慢苏醒袁疼痛令他不停地叫喊遥 野哎哟尧哎哟噎噎冶或
许是撞击到头部袁受伤男子不停地问袁野我在哪里钥 这是晚上吗钥 我是不是
在做梦钥我是在做梦吧钥 冶正当他试图挣扎着坐起来时袁黄朝霞告诉他:野你
受伤了袁先不要动袁救护车马上就到袁你再坚持一下噎噎冶

对话黄朝霞院难道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救助伤者吗钥

随后袁一位热心大哥看到路边的伤者停了下来袁紧接着袁又有一位热
心大哥停了下来遥他们撕开紧紧缠裹在受伤男子身上的雨衣袁扶起倒压在
腿上的摩托车袁减轻伤者的痛苦遥

7 点 38 分袁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袁伤者得到迅速救治遥 这时袁黄朝霞
悄悄骑上电动车去到公司上班遥

来到办公室已过了到岗时间袁她只得向同事解释原由遥 当别人问她院野救
助伤者的时候袁会不会担心被人赖上?冶她笑了笑回答院野难道第一反应袁不应
该是救助伤者吗钥 冶

谈及救人袁黄朝霞说院野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救助伤者遥不
过袁参与救助的同时也要自我保护袁我拍了现场照片遥当时袁事发公路旁边
有人在菜地袁并留下现场目击者照片尧地址遥我跟目击者确认袁他们说没有
看到车辆撞到伤者袁现场也没有撞击痕迹遥后来袁在场的人分析袁事故原因
可能是伤者穿着的雨衣被卷入后车轮导致的遥 冶

记者了解到袁黄朝霞一直都喜欢乐于助人遥 2016 年 5 月袁她看到一位
拄着双拐的老太太在路边哭泣袁据说是被赶出家门遥 随后袁黄朝霞想找人
一起送老太太回家袁遭到路人拒绝后袁她奔向十字路口拦住一辆警车袁把
老太太送回了家遥

郭增贵老人通过新余日报社新闻热线向
记者反映袁 要不是一个好心的年轻人伸手相
救袁他肯定倒在地上流血没人管袁一定要好好
地感谢他袁希望社会上有更多人像他这样有爱
心遥

原来袁郭增贵老人家住分宜袁是原分宜县水
务局老干部袁今年 65 岁袁但随着儿子在新余定
居袁孙子又需人照顾上学读书袁他便来到新余生
活遥 12 月 19 日下午袁他本想前往火车站搭乘火
车回分宜家中看看袁 可是当他乘坐公交车到站
下车时袁却因为磕绊导致摔倒袁造成右眼上方损
伤袁血流不止袁而自己却无法动弹遥

野那时有不少人围着袁但没有人敢来扶我遥冶

郭增贵老人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袁野之后袁 有个年
轻人说耶我是党员袁请你相信我爷便把我扶起袁拦
下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中医院救治袁 而我没有
手机袁 他又赶紧用自己的手机联系我的家属到
来袁等到一切治疗手续完备后袁他便匆忙离开袁
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遥 冶

根据郭增贵老人提供的线索袁 记者终于找
到好心的年轻人袁他名叫燕续锋袁家乡在山东袁
如今在瑞晶太阳能公司上班遥燕续锋告诉记者袁
当时他只是正巧路过袁看到老人下车时摔倒袁而
且眼角处开始流血袁而很多人都围在旁边看袁却
没有人上前扶一把遥 野也许人们怕麻烦袁不敢扶
老人袁但看到老人满脸是血袁我也没有想太多袁

赶紧送老人去医院最重要遥 冶燕续锋说道遥
为了让老人相信自己袁 刚转正为中共党员

的燕续锋对老人说野我是党员袁请相信我遥冶便将
老人一把扶起袁用自带的纸巾为老人擦干血迹袁
并立刻拦下一辆出租车到中医院救治袁 直到老
人家属到来才离开医院遥野我知道有些地方出现
帮助老人被讹事件袁但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袁都害
怕惹麻烦袁 那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会得不到帮
助遥 冶燕续锋回忆当时想法说袁野我不害怕袁只是
想伸出双手扶人一把遥 冶

燕续锋现为瑞安营销部经理袁 黄朝霞现为
瑞安采购部经理,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瑞
安人的阳光风貌和正能量浴

拒 绝 冷 漠 传 递 温 暖
———咱们瑞晶（瑞安）人都是活雷锋

男子雨中摔倒昏迷不醒 女子速设路障撑伞遮雨

老人摔倒无人敢扶 小伙路过援手相助

黄朝霞工作照遥

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

燕续锋生活照遥

路人倒地“扶不扶”？专家给您支招
急救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