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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距离她有八九米吧。”
赵建华说，当时女子悬在半空，
只有双手紧紧抓着楼沿处的细
围栏。飞奔上前，牢牢抓住女子
左手腕的同时，女子的右手因
吃不住劲而松开了围栏，她全
身的重量都落在了赵建华的身
上，他连忙喊道：“快过来人帮
忙！”

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救援者
只能看到赵建华一人，实际上，
千钧一发之际，清河消防救援
站的站长助理张允雷和消防员
孙一民也从另一个方向几乎同
时来到了赵建华的身后：孙一
民翻过围栏，帮赵建华抓住女
子的另一只手，而张允雷则在
后面透过围栏抓住赵建华、孙
一民两人的安全带……

最终，三人协力将轻生女
子拽上楼顶。

对于自己成为网红的事
情，21岁的赵建华却害羞地摆
摆手。他说，加入消防队伍已三
年有余，比这危险的场面大家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有一次，
我们去处置油罐起火的险情，
油 罐 一 边 喷 着 火 一 边 淌 着
油……但我们是消防员，面对
危险必须挺身而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尉伟 夏侯凤超

1 .齐鲁壹点客户端。手机下
载“齐鲁壹点”，进入“头条”频
道，点击置顶位置轮播图“企业
战疫公开课”，即可在线观看。

每场公开课将发布预告海
报及二维码，通过扫描二维码
可直接进入演播厅。首场公开
课将于3月25日（周三）9时开
播，企业可扫描以下二维码进
入齐鲁壹点演播厅。

2 .快手。在快手搜索“果然
视频”快手号，点击关注，可直
接在线观看直播。

3 .抖音。在抖音搜索“果然
视频”抖音号，点击关注，可直

接在线观看直播。
此外，如果您在企业经营

中遇到了问题，或对政策有困
惑，可提前联系我们，我们将在

“企业战疫公开课”直播中为您
答疑解惑。

联系方式：
1.添加微信号sdzhangyuyan，

注明“企业战疫公开课”反映问
题，或者发送邮箱sdzhangyuyan
@126.com

2 .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情报站，齐鲁晚报微博、微信公
众号留言，注明“企业战疫公开
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夏侯凤超 尉伟

年轻女子百米楼顶欲坠

“当时那个场面就跟拍电影
似的，现实生活中我从未见过！”
回想起当时的场面，潘先生仍然
心有余悸。

潘先生家住天桥区某小区，
22日下午5时许，他和往常一样出
门买菜，快到小区门口时看到一
栋楼下聚集了许多市民，大家都
抬头看着。潘先生顺着大家手指
的方向一看，吓了他一跳，“就在
楼顶的位置，有个人影在晃动，看
着特别危险。”潘先生说，因为距
离太远，只能勉强看出是个大约
20岁出头的女孩子。

“她所在的楼层有三十多层
高，离地得有一百米了！”晃动的
身影就在楼顶的台子上，还不时
有些动作，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身影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下方围
观群众的心。“大家都很着急，我
也很紧张，但是又帮不上忙。”潘
先生说，许多市民都在下面大声
劝阻，“都在冲着上面喊‘不要跳，
不要跳’，特别揪心。”

时间就是生命！就在大家着急
的时候，消防车鸣着笛来到了小区
门口。“看到消防车的时候，大家才
松了一口气。”潘先生说，消防车上
有好几个人，都是大小伙子。

消防小哥20秒生死营救

眼看消防员快速上了楼，潘
先生再抬头时，更加惊心动魄的
一幕发生了，女孩子的身体悬空
了！身子在外面，两只手紧抓着楼
顶的栏杆。

“当时的情况太紧张了！”潘
先生回忆说，“很快，一个橙色的
身影出现在楼顶上。橙色身影从
楼顶几个台子上快速地跳跃过
去，来到女子身边。”潘先生拍下
的视频中显示，消防员登上楼顶
后，在百米高空三步并作两步，跨
几个台子，到达女孩身体上方。

“消防员用力把那个女孩子
往上拉，也就十几秒吧，就把她拉
上去了。”潘先生说，整个过程很
快，女孩获救之后，楼下几十个围
观的人全都发出了赞叹声。“特别
震撼，也特别感动，消防员冒着生
命危险把人给救上来了，当时真
是和时间赛跑！”回过神来，潘先
生发了条朋友圈，“消防小哥真是

太帅了，你救人时的身手真的潇
洒！爱了爱了！”

事后回想“有点儿腿软”

“当时光想着救人啦，没有多
想。”23日下午，看到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发布的自己在高空飞奔救
人的视频后，1999年出生的消防
员赵建华抿了抿嘴：“事后一回
想，确实有点儿腿软。”

赵建华是济南消防清河救援
站战斗二班副班长。“22日下午5
时30分许，我们接到报警赶赴现
场后，发现一名女子坐在33楼顶
层外不停地哭泣，先期到场的110
民警正在对她进行劝说。”济南消
防清河消防救援站站长魏亮告诉
记者。

现场参与救援的清河消防救
援站站长助理张允雷说，在女子
的身旁，有七八个打开的啤酒罐，

“事后，我们了解到，女子疑因感
情问题轻生，还喝了不少啤酒。”

据介绍，正当消防员一边做
好个人防护，一边准备展开救援
时，现场突发意外：原本坐在楼沿
旁的女子一下掉了下去。

说时迟那时快，距离女子最
近的消防员赵建华飞奔过去。

本报济南3月23日讯（记者
张玉岩） 我省19个省派“四进”
工作组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共同主办的“企业战疫公开课”，
将于3月25日上午9时在齐鲁壹
点、抖音、快手等平台正式开播。

山东从省、市、县级机关、事
业单位抽调１万名干部，开展进社
区、进农村、进项目、进企业“四
进”攻坚行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四进”攻坚，就是要让干部们到
基层一线抓防控、抓发展、抓民
生，帮助基层解决疫情防控、患者
救治问题，解决企业复工复产、双

招双引中遇到的问题，解决脱贫攻
坚、民生保障中的困难，促进安全
生产和社会稳定。

为切实帮助企业解难题、渡
难关，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项目，
夺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胜
利”，19个省派“四进”工作组联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共同主办此次

“企业战疫公开课”活动。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诚邀更多省派“四
进”工作组共同主办活动，提出宝
贵建议，以满足企业实际需求，以
期达到更好的活动效果。

“企业战疫公开课”活动，诚
邀省内知名专家，每周一期，采取

网上直播授课方式。首场公开课
将于3月25日9时开播。届时，授课
嘉宾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
院院长董彦岭将讲述“疫情冲击
下的中小企业融资”，将从疫情冲
击对中小企业资金链带来严峻考
验展开，分析中小企业融资的特
点和渠道，为纾解中小企业融资
问题出谋划策。

4月1日，山东省宏观经济研
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福一将讲
授“山东加快高质量发展面临的
形势和对策”，针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山东高质量
发展必须破解的主要问题、推动

山东加快迈上高质量发展阶段的
主要举措等问题展开讲述。

4月8日，山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研究院高级经济师王文平将
讲授“突破约束赢未来——— 中
小企业变革之路”，围绕中小企
业的价值定位与转型方向，以
及中小企业强身健体的基本方
法展开直播课。

21岁小伙赵建华：

面对危险就要
挺身而出

全省企业可通过三种方式观看直播

“消防小哥真是太帅了！”3月22日下午，济南市
民潘先生发了一条朋友圈，下方的视频中，一位身穿
橙色消防服的消防员在百米高的楼顶间快速跳跃穿
梭，将一名眼看就要坠楼的女子救下，整个过程仅用
了20秒。网友纷纷感叹“为消防员点赞！”

19个省派“四进”工作组共同主办，诚邀知名专家网上直播授课

“企业战疫公开课”明天上午开播

共同主办（省派“四进”工作组）：
省派德州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组
省派泰安省审计厅工作组
省派德州省委编办工作组
省派日照省财政厅工作组
省派枣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工作组
省派滨州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组
省派菏泽省委省直机关工委
工作组
省派东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工作组
省派淄博省社科联和中国孔子基
金会秘书处联合工作组
省派青岛省残联工作组
省派泰安省委政法委工作组
省派青岛省广电局工作组
省派滨州省社会主义学院和省红

十字会联合工作组
省派青岛青岛农业大学工作组
省派淄博山东女子学院工作组
省派日照山东体育学院工作组
省派淄博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组
省派临沂省机关事务局工作组
省派济宁大众报业集团工作组
当地主办单位：
曲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禹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德州派禹城市市委编办和市房管
中心联合工作组
博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郓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莒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惠民县工商联
主办媒体：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附：主办单位（排名顺序按参与活动时间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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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米高空生死2200秒秒！！
消防员33层楼顶“飞檐走壁””救救人人
目目击击网网友友感感叹叹““小小哥哥真真是是太太帅帅了了””

▲消防员合力将轻生

女子救上来。

为救人，消防员赵

建华在百米高空“飞檐走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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