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五 责编 田震 美编 杨阳

AⅠ·06 人间送暖

《割皮救女：
父爱不惧“切肤之痛”
》新闻追踪

身负 120 万贷款的网友捐来 1 万
各界关爱如潮 医院动用 5 万元救助基金并称尽可能减免费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波 张亚林 文图

李志锋想起女儿的伤情就流泪

本 报 新 乡 讯 割 皮 救 女 ，父 爱 如
山！李志锋的事迹感动了无数网友。
12 月 5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以《割皮
救女：父爱不惧“切肤之痛”
》为题报道
了原阳花季少女李辰玺遭遇意外烧伤，
父亲为救女儿从自己腿上取皮却执意
隐瞒的感人事迹。面对高昂的医疗费，
刚能下床的李志锋又拖着伤腿四处借
钱，深沉的父爱令人动容。
12 月 6 日上午，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再次在病房见到了正在做康复
锻炼的李志锋。他告诉记者，这两天他
和妻子的电话几乎就没停过，来自全国
各地的好心人纷纷致电表示关切，众多
爱心人士通过微信转来捐款。截至当
天中午，共收到捐款近 5 万元。
微信网友“雨冰”捐款后留言说：我
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看到辰玺爸爸为
女儿毫不犹豫地付出非常感动，也深受
懂事的辰玺感动，希望你们全家能顺利
渡过难关……
微信网友“霞光”转来 10000 元后
留言说：可惜因为我背负着一百二十万
的贷款，不能多帮助，只能帮这些……
我还好，工资还贷还有富余。

在记者和李志锋谈话间，显示区号
为郑州市的一名退休大妈打来了电话，
大妈表示要从退休工资中拿出一万元
汇给李志锋。电话中，大妈无论如何不
肯透露姓名和住址，李志锋只能连声道
谢。
李志锋一家在收获网友们爱心的
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医院的关爱。
在记者采访期间，新乡市第二人民
医院烧伤科护士长拿着一份“贫困烧伤
患者慈善救助基金”申请表格走进病房
让李志锋签字，护士长告诉记者，这笔
5 万元的救助金很快就会划到李辰玺
的住院账户上。
该院烧伤科副主任苗三林介绍，这
个救助基金是今年 4 月份医院联合新
乡市红十字会设立的，基金源于该院医
生、护士的捐款和爱心企业的捐助，专
门为贫困患者设立，医院了解到李志锋
一家的困境后主动帮他们进行了申请。
李志锋告诉记者，不光移植自己腿
部皮肤瞒着女儿，医疗费数额也瞒着女
儿。
“俺妞就是太懂事了，现在一直告诉
她的是才花了三五万块钱，怕她知道后
替家人发愁而不利于治疗。”在李志锋
口中，女儿的“太懂事”也表现在她从来
不在父母面前流泪。
“我不敢在俺爸、俺妈面前流泪，怕
他们伤心。”这些是李辰玺与监护室护
士聊天时说的话，护士转述给了李志锋
夫妇。每次提及，夫妇俩都会瞬间泪如
雨下。
苗三林表示，李辰玺目前仍存在感
染风险，无法转往普通病房。李志锋的
事迹感动了所有医护人员，医院也尽可
能地减免了医疗费用，同时会对李辰玺
的后续治疗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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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郑州汇博科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1052111482）股东会决
定，
即日起解散公司，
本公司
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教学研究室机
构信用代码证（编号Q204101
0311142281L）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博尔达工艺品
商行遗失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
22份,发票代码4100162320,发
票号码34917271--34917292，
声明作废。
●许昌三顺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00
MA3XBYXG65,预留银行原公章
丢失，
声明作废。

●冯江涛00128130号契税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正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104693545037K）
正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王新丽，
不慎遗失河南理工
大学毕业证书，
编号：
1046

01200406000091，
声明作废。

●辉县市兴隆淀粉制品厂食品
生产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

号SC12341078200929遗失，
特此声明。
●洛阳迪安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0300120072146），
副本

（410300120072146（1-2），
（2-2），
声明作废。

●郑州汇博科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1052111482）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
声明作废。
●崔玉庆军官证丢失证号9785
609，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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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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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 50 米
路东（大学路 40 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 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教师路边捡到14万元巨款
十分钟不到将钱物归原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闫占廷
本报商丘讯 12 月 2 日下午，
宁陵县教师王坤在回家路上捡到
一个黑色皮包，打开一看，里面有
14 捆百元大钞。捡到钱包后，他根
据包内相关信息，仅用 10 分钟就
把捡到的 14 万巨款及时还给了失
主。
据王坤介绍，12 月 2 日下午 4
时，在宁陵县珠江路和泰山路交叉
口红绿灯西 50 米处，路旁停放着
几辆小车。在此经过的他忽然看
到其中一辆车的引擎盖上放有东
西，走近一看是一个黑色的包和一
个鼓囊囊的档案袋。
“车门紧锁，附近没有一个人，
我打开看看，包里是几张银行卡，
而档案袋里却是成捆的钞票，一数
是 14 捆，还有一部分散乱的钱，数
额将近 14 万元。”王坤猜测，应该
是车主离开时一时疏忽，将钱放在
引擎盖上面忘了带走。丢了这么
多钱，
失主一定特别着急。
王坤发现，装钱的档案袋是宁
陵碧桂园小区印制的，失主可能是
到碧桂园购房的，这些现金或许是
购房要缴纳的首付款。他就拨通
了宁陵碧桂园小区售楼处的热线
电话。

“王坤老师打来电话问有没有
人丢钱，当时我们正着急上火呢。
我们售楼部的财务人员一时疏忽，
不知道将钱落哪了，这些钱是客户
的首付款。”售楼部经理刘宇告诉
记者，
“没有想到，王坤老师打过电
话十分钟不到，就将钱主动送到我
们手里。
”
12 月 5 日上午，宁陵县碧桂园
小区区域经理顾岩一行 3 人来到王
坤家中，送上一面题为“高风亮节
德行兼备”的锦旗，并奖励他一台
55 英寸的液晶彩电。
“面对那么多百元大钞，你当
时心动了吗？想没想过，把捡来的
钱据为己有？”在采访中，记者刨根
究底地问他。他嘿嘿一笑，说：
“当
时我确实有点犹豫，但是这不是咱
的钱，如果真是拿回家，良心上不
会安宁，夜里一定睡不着觉。现在
做了一件好事，心里坦荡荡，感觉
说不出的幸福。
”
王坤的爱人在一旁介绍，前几
天王坤带着孩子去街上买衣服，人
家多找了 42 元钱，他第二天一早
就去给人家送钱。每年春节时，他
都要给赵村乡一个孤寡老人送 200
元孝心红包。

大学生卖废品买毛线
织300条围巾送给环卫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岚
本报讯 郑州气温骤降，但环
卫工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为了感谢这些城市美容师，一
些爱心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编织
出 300 条毛线围巾送给他们。
12 月 6 日下午 2 点，郑州金水
东路与文苑南路交叉口西南角的
河滨公园暖意融融，来自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小水滴”志愿服务队的
几十名大学生带着他们亲手织好
的 300 条围巾，要送给郑东新区的
环卫工人。300 条围巾摆放在公园
的板凳上，五颜六色，琳琅满目，让
人眼花缭乱。
据“小水滴”志愿服务队队长
孙诣博说，
“爱织暖冬”活动已经进
行到了第七个年头，他是第六任队
长。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小水滴’
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13 年，它的
前身是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志愿
者 协 会 ，而‘ 爱 织 暖 冬 ’活 动 从
2012 年冬天就开始了，为了向环
卫工人送去温暖，我们每年冬天都
会利用节假日上街义卖报纸，同时
收集校园内的饮料瓶、废纸箱等废

品将卖废品所得的资金购买毛线，
织成围巾，送给辛苦的环卫工人，
七年来，一共送出了 3000 多条围
巾 ，有 时 还 会 送 出 棉 手 套 和 护 手
霜。
”孙诣博说。
“小水滴”志愿服务队副队长
王子敏则称，今年参加“爱织暖冬”
活动的志愿者为历年来最多，参加
义卖报纸、捡拾废品、织围巾的志
愿者达到了 700 多人次。
“志愿者都是大一、大二学生，
很多人即便是女生也从来没有织
过围巾，这些围巾都是大二同学手
把手教的，其中有三分之一因为当
初不合格而返工重织，合格的围巾
长 度 在 一 米 五 左 右 ，不 能 相 差 十
厘米。
”王子敏说。
一名女环卫工人说，她从前也
织过围巾，这些年由于工作繁忙，
已经没时间再织了，这些学生与自
己 的 孩 子 年 龄 相 仿 ，能 抽 空 卖 报
纸、卖废品筹钱买毛线给他们织围
巾，
非常感动。
大学生们将围巾一一给环卫
工人系上，并叮嘱他们在户外扫地
时一定要注意保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