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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一一条条腿腿闯闯出出创创业业之之路路
济宁张申勇办公司十多年，为1500余名残疾人安装了假肢

无无证证开开无无牌牌车车，，还还秀秀车车技技
一青年被拘留3天罚款600元

本报济南1月19日讯（记
者 张泰来） 19岁青年无证
驾驶无牌摩托车，交警示意停
车，其不但闯卡逃逸，而且当
着交警面秀起了车技，驾驶着
二轮摩托在机动车流中快速
穿梭，不时抬起摩托车前轮，
只用后轮着地，玩起了高难度
动作。小伙“玩嗨”了，可也付
出了相应的代价，当晚就被交
警送进了看守所。

16日上午9点10分，济南
历下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在
舜耕路与马鞍山路路口，发现
一辆没有悬挂号牌的二轮摩
托，遂示意驾驶摩托的小伙子
靠边接受检查。

“当时，这辆摩托是沿马
鞍山路行驶，我们在舜耕路口
拦截他。”执勤交警说，看见交

警示意，二轮摩托并没有停
车，而是加速闯卡，沿着舜耕
路向北疾驰而去。

沿途监控探头记录下了二
轮摩托的行驶轨迹，只见它在
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在机动
车中穿梭，骑车青年还不时用
手提起车前把，只用车后轮着
地。“就像电影电视里的杂技一
样，后轮着地在机动车道上行
驶，我们看着都捏把汗。”执勤
交警说，担心追赶导致摩托驾
驶员情绪激动，发生危险，民警
未追赶逃逸的二轮摩托，而是
通过指挥中心，使用沿途的监
控探头一路追踪其行驶轨迹。

二轮摩托最后停在了历山
路一家饭店的门口，驾驶摩托
的青年走进了店里。见此情形，
指挥中心通知执勤民警前往查

处，将无牌摩托和青年带到了
交警中队进一步调查处理。

经查，青年姓赵，1997年
生人，现年19岁，尚未取得二
轮摩托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

驶无牌摩托车，而且在逃逸过
程中闯信号灯，民警给予赵某
罚款600元、行政拘留3日的处
罚。16日晚，民警将赵某送进
了看守所。

黄河滩区将建

五个爱心书屋

入户盗窃掐昏房主

作案6小时后落网

本报临沂1月19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郝建明 秦明利）
沂水县一名男子半夜窜入农户家中
盗窃财物，房主惊醒后，男子竟然将
房主打伤，并扼其颈部致其昏迷后
逃窜。沂水警方迅速行动，仅用6小
时就将嫌犯抓获。1月12日，这名嫌
犯被依法逮捕。

2015年12月15日零时50分，沂水
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报
警人称其马站镇某村的亲戚王某被
人抢劫并殴打致伤。民警赶到现场
时，受害人因意识模糊、伤情严重，
已被其家人从马站人民医院转送到
沂水中心医院治疗。民警立即赶到
沂水中心医院进行询问。受害人称，
他当天晚上在家熟睡时，发现家里
进来了一名男子，随后被该男子打
伤。民警简单了解情况后，连夜展开
调查。

围绕犯罪嫌疑人可能逃跑的路
线，民警调阅沿线监控视频。民警在
案发时段的监控中，发现一名衣着
与受害人描述相符、形迹可疑的青
年男子。经顺线追查，锁定马站镇居
民神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赶
赴嫌疑人村庄进行调查摸排，并伺
机组织抓捕行动。12月15日6时许，
犯罪嫌疑人神某正欲驾车逃跑时，
被民警当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神某供述，12月14

日晚11时许，他驾驶轿车窜至王某
村中，采用踩车顶爬墙入院、推窗入
室等方式，进入受害人王某家堂屋
内。神某在翻找钱财时，将受害人惊
醒，随即使用暴力将王某头面部多
处打伤，之后又扼住王某颈部致王
某昏迷后逃窜。

本报济宁1月19日讯（记者 岳
茵茵 黄广华） 本报连日来报道
了嘉祥白血病女孩想在全省建100

个爱心书屋，心愿未了人却早逝，本
报发起倡议帮她完成心愿，在全省
再建40所爱心书屋。19日，梁山县认
领了5个爱心书屋，全部建在黄河滩
区的乡村。

19日上午，梁山县宣传部工作
人员与本报联系，说看了欧阳艳丽
的报道后很受感动，宣传部研究决
定，在梁山县黄河滩区的小路口镇
和赵固堆乡建设5所爱心书屋，一方
面是帮欧阳艳丽完成心愿，另一方
面是让黄河滩区的孩子们多一些读
书的场所。

梁山县宣传部先期要建设的
三个爱心书屋，分别在小路口镇后
门王村、邓庄、张三槐村，随后两个
爱心书屋也将尽快建成。“孩子们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为了让孩子们
能在寒假里看上书，三个爱心书屋
将在21日建成。”梁山县宣传部的
工作人员说。

济宁智博威教育集团董事长韦
波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将为这
三个书屋捐书2100本，全部为少儿
读物，满足孩子们的读书需求。

继欧阳艳丽生前建成的60个爱
心书屋后，本报接过这根爱心接力
棒，将以欧阳艳丽的名字命名书屋，
帮她完成建100个爱心书屋的心愿。
现仍募集少儿读物、书架、桌椅和场
所 ，如 果 您 想 参 与 ，请 拨 打
18378730233、0537—2110110与我们
联系。

赵某被警车带走。 （警方供图）

找他安装假肢的残疾人越来越多

“这个假肢一定要做得漂
亮，尽量精细。”12日上午，张申
勇正在假肢制作室和技师们商
量台上一只假肢的制作事项。
原来这是一位22岁姑娘定做的
假肢，她因车祸致脚部截肢。考
虑到22岁正是爱美的年龄，张
申勇特别嘱咐技师们将脚踝部
位做得能上下活动，好让这位姑

娘以后还能穿高跟鞋、穿裙子。
在张申勇的办公室里，贴

着两张证书，“国家注册假肢
执业制作师”、“国家注册矫形
器执业制作师”，全国拥有这
两个证书的人员不过百余人。
有了这两张证书，张申勇就有
资质将业务从假肢拓展到矫
形器方面。

张申勇的公司位于济宁任
城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一
层楼里，接诊室、取型室、康复
室、制作室、样品室，一应俱全。
在样品室里，陈列着从木头到
碳纤维等材料的假肢和矫形
器，材料不同、做工不同，各种
假肢和矫形器的价位也从几千
元到几万元不等。样品多，服务

好，来找张申勇安装假肢的残
疾人越来越多。从2003年至今，
他创办的公司，已经为济宁、临
沂、聊城、商丘等地1500余名残
疾人安装了假肢。

而在2003年前，张申勇是
一名开了10年货车的司机，一
次出车时，车祸事故造成他左
小腿截肢。

立志开公司，为残疾人服务

“颓废了一段时间，那
时候我刚28岁，女儿才3岁，
一家人生活还得继续，到处
打听怎么安装假肢。”回想起
那段日子，张申勇十分感慨，
当时父亲从事建筑行业，曾
想让他开个配件门店，做些
小生意。当时残疾人安装假
肢，都需要到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一个好点的假肢，往往
需要几万元，费时费力费钱
不说，后期维护更麻烦。何
不自己开个公司，给残疾人
服务？

这个念头并非在张申勇
的脑海里一闪而过。2005年，
在济宁市残联的支持下，他成
立了市残联假肢矫形装配站，

被省残联确定为“山东省济宁
市 普 及 型 假 肢 矫 形 器 装 配
站”，张申勇担任站长。

为了更好地服务残疾人，
公司专门聘请了专业技师，可
技师们多数是健全人，并不能
切身体会到穿假肢的感受。有
的假肢穿上走不了一里路就
把结合处磨破了，有的穿上不

好看。
“我是残疾人，自己亲自

动手，才能做出更舒适的假肢
和矫形器。”功夫不负有心人，
考取了两个国家级证书，张申
勇制作的假肢也越来越精细，
还能根据不同残疾人的年龄、
残肢长短等特点，提出制作和
改善建议。

一条腿也能走出两条腿的人生道路

在康复室里，一位22岁
的小伙子晨晨引人注目，也
是一次车祸，造成他一条腿
截肢。晨晨跟随父亲生活，父
亲也因车祸导致截肢，两人
无力支付较为昂贵的假肢费
用。了解到晨晨的家庭情况
后，张申勇决定先为父子俩
安装假肢，至于费用，什么时
候有钱再说吧。

晨晨如今是康复室的一
名指导员，帮助其他残疾人做
康复运动，每个月公司支付
给他2000多元的工资。公司
已先后招收了4名残疾人就
业，晨晨是其中一个。“如果
没有张申勇，我真不知道截
肢后的生活怎么走下去。”晨
晨说，在这里，周围都是残疾
人，大家一起鼓劲，日子也就

有了更多奔头。
创业以来，在每年的“全

国助残日”，公司都推出一系
列优惠政策，比如免费为持有
两证（低保证、残疾证）的患者
安装大小腿假肢；免费为已穿
假肢的患者更换接受腔；终生
免费维护维修假肢；免费提供
法律咨询，维护残疾人利益。
这些活动共为残疾人贫困家

庭减免费用50多万元。
“经历告诉我，一个人失

去一条腿并不可怕，但一定
要始终努力，有理想、有目标
才有未来。”张申勇说，他重
新在社会这个舞台上展示自
我，充分印证了“残疾不是不
幸，只是不便”这句话，用一
条腿也能走出两条腿的人生
道路。

突因车祸失去左小
腿，当时28岁的张申勇并
没有从此消沉，看到残疾
人安装假肢费用昂贵且
后期维护十分不便，他产
生了自己加工假肢、为残
疾人安装假肢的想法。从
2003年至今，张申勇创办
的公司已为1500余名残
疾人安装了假肢。对家庭
贫困的残疾人，通过减免
费用，帮他们重新踏上人
生路。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孟繁利

张申勇（左）和技师商
量假肢制作细节。

圆爱心女孩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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