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责编 张朝 美编 唐鼎

河南 综合AⅠ·20

商丘大学生

原创歌曲《乡愁》MV走红网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文图

本报商丘讯“美丽中国
梦，春色洒满人间，让绿水青
山系住乡愁，成为青春的起点
……”近日，由商丘大学生焦
歌演唱的原创歌曲《乡愁》MV
走红网络。截至目前，已有十
几万人转载分享，刷屏点赞。

据介绍，《乡愁》MV由王
昌建作曲、焦风光作词，华北
水利水电大学大二学生焦歌

演唱。这首歌旋律优美，流畅
动听；歌词真挚感人，朗朗上
口。选在国庆节前发布，旨在
用歌声讴歌时代变化，向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乡愁》MV时长4分10
秒，拍摄外景地选在虞城县城
郊乡郭土楼村。郭土楼村是
商丘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
影，曾荣获全国“最美生态自

然村”“全国‘以孝治家’示范
基地”。该 MV 画面唯美大
气，古朴清新。既有“蛙声伴
蝉鸣，飞燕绕老屋”的乡愁符
号，又有“青山绿水，鸟语花
香”的磅礴画面。在举国欢庆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乡
愁》MV用一棵老树、一间老
屋、一场离别场景、一张老照
片，戳中大家心底深处最柔软
的乡愁。该MV中让人泪奔
的场景引发共鸣，几乎一夜之
间，优酷、搜狐、腾讯、爱奇艺、
网易等各大网站和众多公众
号、微博、自媒体一起转载。
近日，该曲被网易云音乐网站
收录，作为单曲全国发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年来，我们的祖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有
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就
要用歌声弘扬主旋律，传递正
能量。”焦歌说。

商丘大学生用歌曲弘扬主旋律

女子欲跳楼轻生

消防员温情劝说 暖心一抱将其解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王志鹏 张岩

本报商丘讯 9月5日17
时 50分，商丘市消防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称：在该市商都大
道与方域路交叉口一施工工
地有人欲跳楼轻生。接警后，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示范区消
防救援大队2辆消防车12名
消防人员赶往现场进行营救。

据介绍，18时01分，消防
人员到达该小区，远远望去发
现在该工地19号楼26层楼顶
边缘有20余名人员，情绪激
动。经询问知情人得知，20余
名人员是因经济纠纷，一时想
不开，欲跳楼轻生。根据现场
情况，消防人员立即与民警乘
坐外挂式施工厢式电梯到达

楼顶，经劝说后，欲轻生人员
返回了安全区域。但是，其中
一名中年女子不听劝说，一直
骑坐在楼顶边缘的窗台上，左
腿悬空在楼外，看见消防员和
民警后情绪更为激动，不允许
任何人靠近，嘴里还大声地嘶
喊道：你们别过来，再过来我
就跳下去。消防人员让其余
人员暂时向后退，防止该女子
情绪激化，发生危险。根据现
场情况，消防员赵礼阳慢慢靠
近该女子，并坐在同一个窗台
上与其交谈。

交谈中，赵礼阳了解到该
女子家中还有两个上学的孩
子及在外务工的辛酸后，抓住

其心理，从生活、家庭、工作等
方面与其谈心，主动提出用手
机转账的方式将自己的钱借
给女子为孩子交学费，同时，
身体一点一点地向女子的位
置挪动，等待最佳时机营救。
经过约1个小时的交谈，该女
子慢慢对消防员产生了信任，
就在女子抬手擦鼻涕的瞬间，
赵礼阳一把将其抱住，从楼顶
边缘抱至安全区域。此时，女
子情绪再次激动起来，赵礼阳
在女子身边对其耐心劝说，并
帮助调解纠纷。其间，该女子
一直拉着赵礼阳的手。1小时
后，该女子在消防人员的搀扶
下，安全返回地面。

躲来躲去没躲掉
拘留所里过中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陈金华

本报商丘讯“我们是
虞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的，找到你可真不容易。
我们是为了孟某那个案子
来的。”9月5日，虞城县人
民法院执行干警将躲藏在
上海市的被执行人余某成
功带回虞城县。

被 执 行 人 余 某 于
2009年10月13日成立融
资公司，2014年6月2日，
因为资金短缺，余某向孟
某借款100万元，孟某通
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余某交
付借款 100 万元。2014
年10月16日余某向孟某
出具借条一张，约定利率
按月息3.5%计算。

2014 年 12 月份，余
某仅归还孟某借款26万
元，后经孟某催要，余某
一直没有偿还剩余借款
本金 74 万元和利息，孟
某 将 其 诉 讼 至 法 院 。
2018年5月25日，虞城县
人民法院判决余某偿还
孟某借款74万元及利息
（利率按月息 2%计算）。
判决生效后，余某一直未
履行判决义务。2019 年
4月10日，孟某申请虞城
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
案。

2016年，余某的公司

由于经营不善，开始入不
敷出，负债累累。余某的
公司倒闭后，不想再偿还，
选择卷款外出逃避执行，
去向不明。执行法官接手
案件后，尝试各种办法，均
未能执结该案，案件一时
难以取得突破。

2019年 8月份，虞城
县人民法院“秋季执行攻
坚战”打响，法院将该案列
为骨头案，抽调精兵强将，
重点突破。

今年9月5日，执行法
官用尽方法，穷尽措施，最
终查询到余某正在上海市
一家汽车销售店做生意，
并且查询到了确切地址。
兵贵神速，该院执行干警
黎明出发，驱车直奔上海
市余某的汽车店。

余某见到执行干警
后，反抗激烈，表现出极度
的不配合，几次试图逃
跑。好在执行干警训练有
素，将余某牢牢控制住，并
拘传回虞城县法院。

“赶快想办法还账吧，
否则你只有在拘留所里过
中秋节了。”该院执行法官
对余某说。

据了解，当天晚上10
时，余某被送进了虞城县
拘留所。

商丘市中心医院：

救治95岁病人 入户随访暖人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本报商丘讯“我现在恢
复得特别好，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9月4日上午，商丘市中
心医院妇产科主任王艳丽、麻
醉科主任郭春梅、护士长杨海
燕等入户随访95岁高龄术后
患者王凡（化名），老人看到她
们的到来，按捺不住内心的感
激紧紧拉着她们的手，道不尽
的感激之情。

据介绍，2019年6月，商
丘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收治了
95岁的患者王凡。她因子宫
重度脱垂、阴道前后壁重度膨
出，被磨烂伤口溃烂感染，痛
苦不堪，由于高龄、有多次手

术史，手术难度高、风险大，就
诊多家医院未得到收治。

妇产科主任王艳丽研判
病人病情后，多次组织科室全
体医护人员术前讨论、反复评
估，院医政科组织相关专家会
诊，经多方充分沟通后决定为
患者实施手术，在保证根治的
同时，将创伤降到最低，确保
手术安全。

手术术中，老人生命体征
平稳，神志清醒，手术顺利，历
时一个半小时，术后进重症监
护室严密观察精心护理。

术后王艳丽带领医护人
员去看望，解除了子宫重度脱

垂的老人病情平稳，困扰她多
年的尿失禁问题也得到解决。

王艳丽有腰椎疾病，由于
患者双侧股骨骨折体位屈曲
受限，手术视野局限，难度增
加，手术结束，王艳丽已是累
得大汗淋漓，家属感动地说：

“王主任太让您受累啦！”“病
人只要没事，受累都是小事。”
王艳丽说。

“你们医院手术做得非常
好！感谢你们对我的精心照
护，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老人
王凡痊愈康复出院时，用力握
着她们的手不舍得放开，竖起
大拇指连连称赞。

商丘市中医院
开展急救知识进校园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本报商丘讯 为普及
急救知识，提高广大群众
的自救互救能力，9月5日
上午，商丘市中医院急诊
科医务工作人员走进商丘
市第一中学南校区，为广
大师生进行了急救知识培
训。

现场，商丘市中医院
医务工作者通过讲解和演
示，为大家详细展示了各
类突发意外伤害的现场救
护方法。同时，就心肺复
苏、气道阻塞的现场急救、
创伤止血包扎技术等急救
知识与技能进行了详细讲
解。

急诊科医务工作者还
现场指导学生进行操作演
练，手把手教学，让学生真
正掌握心肺复苏的救护技
巧和创伤止血包扎技巧，
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
也让大家收获了丰富的急
救知识和经验。

据了解，此次普及活
动不仅传播了应急救护的
理念，还掌握了心肺复苏、
创伤救护知识与技能，提
高了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应
急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
了学生的应急避险救护能
力，为在紧急情况下自我
救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