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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24天，女子被撞身亡，家人捐其器官救四人

““她她在在天天上上知知道道，，也也会会同同意意的的””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者
魏新丽 高祥） 本报11日刊

发《男子抱母候诊成“网络红
人”》后，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
注，在被李儒宝的孝心感动的同
时，大家也在牵挂着他母亲的病
情。历下区人民医院在知道其母
亲患有白内障之后，表示将派医
生去费县为她看病，如果条件合
适，将带到济南进行手术。

李儒宝抱母亲就医一事，引
起了广泛关注。济南市历下区人
民医院负责人看到报纸后，很为
李儒宝的孝心感动，同时也看到
他母亲患有白内障，生活不便，
于是医院便想帮助他们免费解
决这一问题。历下人民医院综合
办公室主任庄辉说，医院里有北
京协和医院团队专家支持，对白
内障治疗很有经验。“我们医院
是公立医院，一直也在做公益实
践。”庄辉说，“孝子的事迹让人
感动，希望能够弘扬正能量，影
响到更多的人。”

庄辉说，12日眼科主任郭建
莲将亲自前往费县，查看李儒宝
老母亲的病情。如果合适动手
术，就接到济南，等周六北京的
专家来动手术。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
者 任磊磊 陈玮） 11日，记
者从全省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电
视会议获悉，2012年以来全省
共审计领导干部14860多人次，
向司法或纪检监察机关移送处
理200多人。此外，有的市还探
索开展了村级组织负责人经济
责任审计，下一步省里将下发
指导意见，推进对村领导的经
济责任审计。

记者从会议上获悉，去年
以来，省审计部门在省纪委、省
委组织部的支持下，对2011年4
月以来离任的全部222名（次）
省管干部集中开展经济责任审
计，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省管领
导干部离任审计全覆盖。2012

年以来全省共审计领导干部
14860多人次，并查处了一批重
大违法违纪问题，全省共向司
法或纪检监察机关移送处理
200多人。

在审计的14860多人次的
领导干部中，其中市厅级380多
人次，县处级3750多人次，乡科
级10000多人次。地方党政及其
工作部门主要领导干部、企事
业单位领导人员以及人民团体
主要负责人和部门单位内管干
部，均纳入了经济责任审计监
督范畴。同步审计由地方党政
领导干部扩展到省属高校、科
研院所党委书记和行政主要负
责同志，以及省属国有企业决
策层和管理层主要负责人。

此外，有的市还探索开展
了村级组织负责人经济责任审
计，打通了经济责任审计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据介绍，
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村
级组织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不
属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
畴。下一步省里即将下发加强
村级组织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
的指导意见，各级各部门要抓
好落实，组织好对村级组织负
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促进基
层组织建设，维护人民群众利
益。

会议提出，当前部分领域
和环节仍存在监督“死角”和

“盲区”，一些部门内管干部和
乡村干部“苍蝇式腐败”、“小官

巨贪”问题依然存在。
会议要求，必须牢固树立

“全覆盖”理念，依法将所有公
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都
置于审计监督之下。应围绕如
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
审计，加大对“三农”、最低生活
保障、扶贫救灾、教育、医疗、就
业等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力
度。要及时跟进监督资金拨付
使用情况，关注该投未投、该用
未用、使用绩效低下等问题，推
动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还要加强审计成果开发运
用，把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作为
干部选拔任用、日常监督、定期
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

“孝心感人

我们免费为她看眼”

费县男子抱母求医

审审计计干干部部近近11..55万万人人次次，，处处理理220000多多人人
我省探索将村干部纳入经济责任审计范畴，加大对教育等领域的审计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者
王光营） 11日，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了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情
况发布会。记者获悉，在高校教师
职称评审中，我省将权力下放给
高校，为保证基层中小学的权益，
城市和农村教师将分开评审，同
时鼓励跨校评聘。

“我们把高校教师职称评审
权下放给高校，专业技术人员不
再参加政府组织的职称评审。”11

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
厅长李伯平表示，我省在8所高校
进行了试点，4月份首先在民办高
校推开。据悉，职称评聘权下放给
高校，标志着全省高等学校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全面启动，高校开
始自主评价、按岗聘用各类人员，
而人社部门不在涉及人员评聘的
细节，只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探索实行“互联网+”的监管模
式。

李伯平表示，我省将建立统
一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制
度，共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职务
三级，初级为三级教师、二级教
师，中级为一级教师，高级为高级
教师、正高级教师。中小学教师职
称改革后，我省146人首次获得正
高级教师职称，改变了“小学教师
不如中学教师、中学教师不如大
学教师”的观念，未来还将鼓励中
小学教师跨校评聘。

“新政策有利于调动教师的
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师之
间的流动。”我省多所基层中小学
的教师认为，以两所学校为例，如
果都需要两名正高级职称教师，
但其中一所名额已满，另一所出
现空缺。第一所学校符合条件的
老师也可以向后者提出申请，如
通过评审，教师可前去该校工作。
这意味着将来教师可以同时给多
所学校上课，有利于改善职称不
均衡的状况。

中小学教师职称

鼓励跨校评聘

11日下午5点，25岁
的李桢被推进手术室，她
的心脏、肝脏和肾脏被取
下，将分别用于4名病人
的移植手术。1 0月27日
晚，李桢下班回家途中被
不明车辆撞到，肇事车当
场逃逸。

李桢虽被紧急送往
医院救治，但不幸的是，
在11月11日凌晨2点50
分，李桢脑死亡。为了能
让她的生命延续下去，丈
夫董先生和其家人决定
捐献李桢的器官。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召旭

今年10月4日，董先生和李
桢举办了婚礼，一个甜蜜的
家庭开始组建。10月25日，李
桢度过了自己 2 5岁的生日，
哪想到，仅两天之后，噩梦便
降临了这个刚组建不到满月
的家庭。

刚工作没多久的李桢在聊
城开发区一家幼儿园当幼师，
由于幼儿园第二天要搞活动，
10月27日下午李桢在幼儿园加

了一个多小时的班。当天18点
40分，李桢还和丈夫通了电话，
称自己还有四五分钟就能到
家。董先生没想到的是，这竟是
妻子和自己说的最后一段话，
10分钟以后，妻子的电话中传
来噩耗。

“电话是当时一位好心人
用我老婆手机打来的，说她在
中华路上被撞了。”董先生随
即赶到了现场，没多久120救

护车也赶到了，李桢被送往聊
城市脑科医院重症监护室进
行救治，在用药后病情稍微有
些好转，当天晚上医院对其进
行了开颅手术，切除了部分左
脑，李桢还在深度昏迷当中，
能否渡过难关还是未知数。

入院期间，李桢基本都是
待在重症监护室里，一直深度
昏迷。“前几天情况稍稍有些好
转，转到普通病房待了两天，可

后来高烧不退，又进了重症监
护室。”谈起妻子的病情，董先
生说，从一开始医生就下了病
危通知，妻子已经切除了部分
左脑，医生表示如果身体恢复
良好，最好的结果也是植物
人。即使出现奇迹妻子能醒过
来，瘫痪和痴呆也是免不了
的。“既然最危险的手术都能
挺过来，我相信她最终能够好
起来。”

10日，李桢的病情突然恶
化，医生告诉董先生要有个心
理准备，11日凌晨2点50分，李
桢经抢救无效脑死亡。面对如
此现实，董先生一时难以接受，
董先生的表妹与李桢是大学同
学，更是接受不了这个结果，一
直哭个不停。

李桢昏迷的这段时间里，
医院下了多次病危通知，董先
生都没有放弃，即便妻子成为
植物人躺在床上，他也愿意照
顾妻子到最后一刻。在接受“妻

子已经离开了”这个残酷现实
后，董先生觉得捐献器官也许
是妻子最好的归宿。

“事情到了今天，我们也无
力回天，我常常在想，没准以后
走在街上还能碰到‘小桢’，要
是她在天上知道，也会同意这
么做的，因为她是一个很善良
的人。”董先生说，与其让妻子
化作一捧骨灰入土，不如把她
的器官捐献出来，以另一种方
式延续她的生命。

“我把捐献器官的想法告

诉了岳父和我的父母，他们也
同意了。”董先生说。11日下午5
点钟，李桢被推进手术室进行
器官摘除手术。董先生的表妹
和李桢的同学在手术室外已经
哭成泪人，当天傍晚6点半，器
官摘除手术完毕，家人为她穿
上了新衣服，送她走完了人生
最后一程。

从山东省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处，董先生知道妻子捐出的
心脏、肝脏、和肾脏将救治4人。
对于受捐者，董先生希望他们

手术能够成功，这样妻子的生
命才能得以延续。

“小桢家里条件不好，上
大学以后她母亲去世，她在
闲暇时间打工赚取学费和生
活 费 ，她 和 我 表 妹 是 同 学 。
2013年寒假，她来聊城打工，
我们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妻子出事后，董先生一直回
忆着和她的点点滴滴，从结
婚到妻子去世才一个多月，
从大喜到大悲的巨大落差令
他难以承受。

董先生介绍，妻子出事的地
点是开发区中华路与东昌路路
口往北150米处，当时她正好从
南向北骑车回家。

记者了解到，在事发现场，
李桢的电动车尾部有一处蓝色
的痕迹，但车子基本无损，现场
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肇事者
当场逃逸。目前，交警部门已介

入此事。
10月28日下午，有一名目击

者告诉董先生，事发时他正好在
现场，李桢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一辆蓝色两厢轿车与李桢相交
而过，应该是撞到了李桢，目击
者还记住了部分车牌号。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警
方查看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发

现确有一辆蓝色两厢轿车在18
点40分时经过该路口，但李桢
是在18点45分55秒时才经过路
口，时间上不吻合。而且18点47
分，根据监控显示，该车辆已经
在东昌路与黄山路路口等红
灯。警方调查了该车辆，车辆行
车记录仪显示，该车辆并不是
肇事车辆。

“也有一位目击者表示，在
李桢后面跟有一辆摩托车，但
由于天太黑，他也没有看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董先生说，
他们也查看了监控，确实发现
有一辆摩托车在李桢通过路口
几秒钟后向北行驶，但由于事
发地点没有监控，李桢是如何
倒地他也不清楚。

25岁生日刚过两天，女子下班途中被撞

“没准以后在街上还能碰到‘小桢’”

事发地无监控，肇事者至今未找到

11日，李桢转到聊城市人民医院做器官捐赠手术。

结婚时的李
桢。家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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