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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刘广超 实习生 姚程 文图

“孟庆民和他老伴都是企业
的退休职工，女儿已经成家。如
今他有一个八九岁的外孙女和一
个几个月大的外孙。”张长喜告诉
记者，本来和和美美的一家，却因
为一场意外，导致孟庆民陷入了
重度昏迷，医生说现在只能等待
奇迹发生。

记者了解到，在孟庆民摔伤
后，漯河市慈善总会也积极行动
起来，开通绿色通道，破例为孟庆
民提供了一笔救助金，同时漯河
市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听说此事
后，也开始自发组织捐款，帮助孟
庆民一家早日渡过难关。

“孟师傅如今仍在ICU病房

抢救，每天的医药费至少在5000
至7000元，从他住院到现在已经
花费了至少8万多元。”张长喜
说，这对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目前
漯河市的各志愿者团队已经组
织捐款活动，希望孟庆民能早日
苏醒。

做义工三年多照料无数人
清积雪被摔伤昏迷近半月

本报漯河讯 昨日上
午，大河报记者从漯河市中
心医院获悉，近日他们肾内
科主任杜跃亮教授在超声
引导下，成功为一位78岁
高龄患者行肾穿刺活检
术。“为如此高龄患者成功
进行肾活检，在漯河市尚属
首例，在全省也属少见。”该
医院院长王海蛟对记者说。

据介绍，患者入院后被
诊断为肾病综合征，合并肺
功能障碍等疾病，需行肾穿
刺活检术明确肾脏病理类
型。“市中心医院肾内科近十
年来已成功开展肾穿刺活检
术近千例，但年龄超过70岁
的患者穿刺风险明显加大，
是肾内科医生行肾穿刺术的

‘雷区’，特别是该患者存在

高龄、体质差、合并肺功能障
碍等实际情况，存在很多障
碍。”杜跃亮对记者说。

为确保穿刺一次成功，
肾内科团队为患者进行了
全面细致的检查准备，并邀
请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超
声诊断科专家进行多学科
会诊，充分讨论各种可能出
现的并发症，指导主管医生
完备术前准备。经与患者
家属沟通并征得同意后，杜
跃亮在全程彩超引导下，采
用世界最先进的全自动活
检枪，一针即取出了合格的
肾组织标本，整个穿刺过程
顺利，患者未诉不适，术后
复查三次尿常规及双肾彩
超未见异常，患者身心状态
均恢复良好。

本报漯河讯“今天我
们单位认领了228团毛线，
回去后将尽快编织成围巾，
用手上的温度将爱心送给社
会上需要的人。”前天上午，
在漯河市“针爱传情，温暖寒
冬”巾帼志愿者爱心毛线认
领仪式上，漯河市第二实验
小学副校长吴琳琳告诉大河
报记者，他们学校共有97名
同志，平均每人认领了两团
毛线，还有两名男老师也加
入了爱心认领队伍。

活动现场，漯河市直及
驻漯各单位的巾帼志愿者、
各女性社会组织会员、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的代表，数十
人纷纷赶来。在红色条幅
上承诺签名后，领取到本单

位认领的爱心毛线。来自
漯河市沙澧河建管委的左
瑞超告诉记者，他们单位共
有12名女同志，这次认领
了12团毛线。

“我们这次组织‘针爱
传情，温暖寒冬’活动的目
的，是在寒冷的冬季凝聚巾
帼志愿者的力量，编织爱心
围巾，帮助困境妇女、儿童
和留守老人度过寒冷的冬
日。”漯河市妇联办公室主
任翟昕阳告诉记者，这次共
有725名巾帼志愿者，认领
了1916团毛线，拟编织千
条围巾。除了以上人员，他
们的发放对象还延伸到为
城市发展倾心服务、舍小家
为大家的一线人员代表。

漯河市各界爱心志愿者纷纷捐款，盼望其早日苏醒

阅读提示 |“作为漯河
市雨花爱心社的优秀志愿
者，孟庆民是个热心肠，平时
有啥事都抢着干。谁也没想
到他会在帮忙清扫房顶积雪
时，不慎坠地摔伤，至今已经
昏迷12天，正在医院ICU病
房抢救。”昨日上午，在漯河
市雨花爱心社院内，提起帮
助清积雪不慎摔伤的义工孟
庆民，漯河市雨花爱心社负
责人张长喜仍难过不已。

记者了解到，摔伤的义
工孟庆民今年61岁，一直热
心公益事业，已在雨花爱心
社免费担任餐厅炊事员兼水
电工3年多时间。意外发生
后，虽然漯河市慈善总会以
及不少志愿者进行了捐款，
但每天 5000至 7000元的
医药费，让这个普通家庭仍
背负着巨大压力。

“前段时间，漯河市迎来一场
罕见的暴雪天气，多地都出现了
大雪压塌大棚致人受伤的事故。”
张长喜告诉记者，雨花斋免费素
食互助餐厅前也搭了一个大棚，
平日里附近的环卫工人和孤寡老
人都会来这里免费用餐，而厚重
的积雪压在大棚上面，确实存在
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1月6日雪停后，雨花爱心社
十几名志愿者自发组织清扫积

雪、修缮大棚。61岁的志愿者孟
庆民听到消息后，当即搬来梯子，
和另一名义工爬上大棚，开始清
理棚上的积雪。张长喜告诉记
者，因为大棚是用石棉瓦搭建而
成，经受不住成人踩上去的重量，
孟庆民就找来一块木板搭在大棚
上，一点点挪动着清理。

“当天上午11时许，就在积
雪清理得差不多时，突然听到孟
庆民大喊一声‘哎哟’，一脚踩

空，从高约3米的大棚上重重地
摔在地上，当场陷入昏迷。”义工
蔡长根告诉记者，孟庆民摔落的
下方正好有一面墙，本来孟庆民
踩空摔下时应该是双脚先着地，
但因为他裤子的裤腿挂住了墙
角，导致身体在空中旋转 180
度，头部着地重重摔在地上，比
一般的摔伤更为严重，至今已在
ICU 病房抢救了 12 天，仍旧昏
迷。

“孟师傅是个热心肠，平日里
总是主动帮扶邻里，就在他摔伤
的前一天，才刚刚帮助家属院居
民排除了一个重大安全隐患。”张
长喜告诉记者，孟庆民居住在漯
河市区马路街一个家属院内，因
为连续不断的暴雪，他发现院子
里一个居民停车和休闲用的大棚
有倒塌的危险。一旦发生坍塌事

故，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不安全因素一直让孟庆

民忧心忡忡。1月5日，孟庆民主
动在家属院内张罗起来，呼吁大
家把停放在大棚内的电动车以及
车辆开出来，避免大棚倒塌造成
损失。就在孟庆民帮助邻居把最
后一辆停放在大棚内的汽车开出
来后，这座摇摇欲坠的大棚突然

倒塌。
“幸亏孟师傅及时发现了那

处安全隐患，不然后果真是不堪
设想。”张长喜对记者说，虽然及
时有效挽救了邻居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但孟庆民向他说起这件事
时，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
事，面对邻居的感谢，孟庆民也只
是憨厚地笑笑。

记者了解到，2015年1月15
日，由漯河市爱心人士创办的雨
花斋免费素食互助餐厅正式开
业，主要为附近困难群众提供免
费素食午餐。开办之初，孟庆民
就主动找到餐厅负责人，要求到
餐厅做义工。

据张长喜介绍，孟庆民免费
担任餐厅的炊事员兼水电工，每

天上午9时赶到餐厅，一干就是
三年，风雨无阻。平时，孟庆民还
和其他义工一起为孤寡老人、空
巢老人、残疾人送午餐。今年1
月3日至4日，漯河市连续两天降
雪，寒风刺骨，路面湿滑，为防止
老人摔倒和受寒，孟庆民坚持把
爱心午餐送到孤寡老人、空巢老
人、残疾人家中。

“自从孟师傅摔伤到现在，每
天来这里就餐的环卫工和孤寡老
人都会问起他的病情，大家都在
为他担心。”义工蔡长根对记者
说，孟庆民在雨花爱心社做的是
炊事员工作，平常工作细致认真，
别人洗过的碗筷，他总要细细检
查,甚至再洗一遍，这种认真劲儿
让其他义工对他佩服不已。

帮忙清理房顶积雪 不慎从高空坠下来

开出最后一辆汽车 积雪大棚轰然倒塌

热心肠三年如一日 悉心照顾困难群众

慈善部门破例救助 志愿人员纷纷捐款

少见
漯河78岁患者一次肾穿刺活检成功

□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谷运领 文图

温暖
漯河志愿者拟织千条围巾送给需要的人

□首席记者 刘广超 实习生 康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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