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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帮助过我的

所有人

“我太累了，感谢帮助过
我的所有人。”这是欧阳艳丽
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16日
下午2点25分，年仅25岁的欧
阳艳丽在济宁工人医院的病
床上闭上了眼睛，带着自己没
有完成的心愿。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她曾
被爱心温暖着，“为白血病女
孩义卖”、“帮白血病女孩捐
书”、“为欧阳艳丽捐款”……
这些饱含爱心的行动曾一度
占据济宁媒体的头条。而欧阳
艳丽自己在QQ空间里默默记
录下所有的爱心帮助。“我来
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回报社会、
家庭，我去后也不要给任何人
带来麻烦，把我的骨灰撒向运
河。”欧阳艳丽在临终时对哥
哥欧阳德轩嘱托，她因病五年
多的时间没有走出过家门，去
世后希望能到处走走看看。

哥哥欧阳德轩告诉记者，
16日晚7点，按照她的遗愿，进
行了眼角膜捐献手术。“她自
己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但是
她 想 给 世 界 多 留 下 一 片 光
明。”说起妹妹，欧阳德轩忍不
住掉下了眼泪。

17日下午3点10分，欧阳
艳丽的遗体被火化，下午4点
55分，两位哥哥将她的骨灰撒
向大运河。她乘水而去，天地
间再也没有什么阻拦她的脚
步。命运的罗盘曾禁锢着她的
身体，在另一个世界她终于可
以为自己掌舵。

自发前来的200多名爱心
人士送了欧阳艳丽最后一程，
爱心人士手举菊花，将花瓣一
一撒进河水，陪伴她一起前行。

书屋是孩子们的

图书馆

2011年初，欧阳艳丽被查
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已经
订婚的她被退婚。在多家医院
辗转治疗期间，社会各界的捐
款和关爱让她深受感动。“患
病初期花费很大，我都想放弃

治疗了，是社会的关爱让我重
燃希望。”经过治疗，欧阳艳丽
的病情于2012年8月稳定，每
天依靠药物维持。病情好转
后，欧阳艳丽一直想如何回报
社会，将爱回馈给更多的人。

当她知道村里的孩子们
没有课外书看时，便立志在全
省农村建100所“爱心书屋”。
当欧阳艳丽在网络上发帖表
达建立“爱心书屋”的想法后，
网友和社会的热情让她始料
不及。发帖第二天，济宁爱心
义工就送来了书架和部分图
书，泰安的网友购买了炉子和
煤炭，第一个“爱心书屋”就在
欧阳艳丽家中办起来。在热心
市民的接力下，第二个、第三
个爱心书屋相继建成，书屋范
围不仅限于嘉祥县，还逐步扩
展到泰安、临沂、莱芜等地，她
离世前一共建成60个“爱心书
屋”。

欧阳艳丽把爱心书屋建
在了60个村庄。“每天放学后
孩子们都会蜂拥来到书屋看
书，直至晚上 9 点多都不离
去。”嘉祥县卧龙山镇苗山村
一位村民说，书屋给农村的孩
子们带来很多乐趣，书屋就是
孩子们的图书馆。

建100个书屋，实

现她的心愿

欧阳艳丽患病后两个哥
哥都和欧阳艳丽做了配型，
但50万元的高额手术费对这
个农村家庭是天文数字。欧
阳艳丽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医
院输血，半个月前她不幸感
染了流感，血痰充斥着肺部。

“最后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
了。但思路一直很清晰。”欧
阳德轩说。

“虽然没建成100个爱心
书屋，但是我尽力了。如果有
可能，希望你们能帮我完成心
愿。”欧阳艳丽临终前对两个
哥哥说。

“我们要帮她完成这个心
愿，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也来帮
帮我们。”欧阳德轩含着泪说。

女儿的离世让欧阳艳丽
的父母非常悲伤。她的母亲焦
爱群曾全力照顾女儿，但也未
能挽留住她。建100个爱心书
屋不再是欧阳艳丽一个人的
心愿，而成为全家人的责任。
他们希望能在更多人的帮助
下，在全省再建40个爱心书
屋，让更多的留守儿童有个看
书的地方。

本报即日起发起爱心捐
助活动，为欧阳艳丽完成遗
愿，如果您有闲置的图书要捐
献，请拨打 1 8 6 7 8 7 3 0 2 3 3，
0537—2110110，让我们一起
帮助欧阳艳丽完成她的心愿，
为农村的孩子们建更多的“爱
心书屋”。

本报记者1月17日讯（记者 刘
德峰） 近日,山东省政府安委会就山
东富凯不锈钢有限公司“11·29”重大
煤气中毒事故，约谈了滨州市政府主
要领导同志和相关负责同志。

据悉，约谈会上，滨州市政府主
要领导同志向省政府安委会作出了
深刻检查。省政府安委会强调，滨州
市政府和邹平县政府要深刻汲取事
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
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坚持“源头
防范、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
切实解决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和突
出问题。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
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集中行动，
认真搞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
实情况专项执法检查。

2015年11月29日17时40分左右，
位于邹平县青阳镇的山东富凯不锈
钢有限公司发生煤气泄漏，共造成10

人死亡、7人受伤，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991万元。据了解，事故调查已基本结
束，企业有关责任人员已被公安部门
采取强制措施，对其他相关责任人
员将依法依纪作出严肃处理。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于2015年11

月印发的《山东省安全生产约谈制
度》，各市、县（市、区）和相关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予以约谈：发生重大
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短期内连
续发生2起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较
大生产安全事故起数超过控制考核
指标进度的；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
不报，性质恶劣的；发生社会影响
大、舆论关注度高生产安全事故的；
国务院安委会或省政府及省安委会
督查检查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和问
题，以及省安委会挂牌督办安全隐
患久拖不改的；存在严重非法违法
生产经营建设行为，长期未有效治
理的；年度内发生严重职业病危害
事件及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况。

省政府安委会

约谈滨州市政府

本报临沂1月17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刘琳 孙仁宝） 因
为前方的货车没有让路，临沂市一
名货车司机将前车逼停后，使用撬
棍将前车司机打成重伤，近日，这
名“路怒”司机在潜逃两个月后被
沂南警方抓获，目前已被刑拘。

2015年11月16日，家住临沂市
沂南县双堠镇的顾某开着半挂货
车在沂南县双堠镇205国道上行驶，
前方也有一辆半挂货车，由于车上
货物较重且处于上坡路段，因此行
驶较慢。顾某驾车跟在前方货车后
面一段时间后，因为一直无法超
车，心里越来越气。“路怒症”发作
的他不停闪灯、按喇叭，提示前边
车辆自己想超车，可前方司机没有
表现出避让的意思，这让顾某很是
不爽。

事后了解，前方半挂货车司机
刘某看到后方有车不停闪灯、按喇
叭，“路怒症”也跟着作祟，觉得后
车司机在故意挑衅，有意不让后车
超车。两辆货车为此在国道上相互
追赶、别车，行驶了十几里路。

在一丁字路口处，顾某的车超
车后，将刘某的货车逼停。两人随
后相继下车，互相指责对方并进行
谩骂。之后，顾某返回车上拿出撬
棍，刘某也不示弱，也从车内拿出
撬棍，二人挥舞撬棍，从口头谩骂
升级为斗殴，在打斗过程中刘某被
打成重伤。

事后，顾某潜逃。沂南县公安
局双堠派出所民警经过侦查，锁定
顾某活动范围，采取蹲守的方式于1

月14日在一家电修理铺内将顾某抓
获。目前，犯罪嫌疑人顾某因涉嫌
故意伤害已被刑事拘留。

“路怒”司机打人

潜逃两月被拘

救救车车祸祸老老人人，，被被误误认认为为肇肇事事者者
百口莫辩之时，交警澄清真相

建建成成6600个个书书屋屋，，爱爱心心女女孩孩走走了了
去世当晚捐献眼角膜，骨灰撒进京杭运河

“把我的骨灰撒向大运河吧，顺着生生不息的运河水我想到处走走……”本报曾追踪报
道的济宁嘉祥25岁再障女孩欧阳艳丽医治无效，于16日下午离世，走完短暂的一生。按照欧
阳艳丽的遗愿，17日下午，欧阳艳丽的两个哥哥将她的骨灰撒进京杭运河。

在欧阳艳丽去世当晚，完成了眼角膜捐献手术，欧阳艳丽想留给世界又一片光明。在欧
阳艳丽患病后，希望建100个爱心书屋，三年多来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已经建成
60个爱心书屋。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岳茵茵

本报菏泽1月17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通讯员 赵鲁
亚） 曹县籍战士刘伟在家休
假期间，出门办事，看到一起
车祸，摩托车驾驶人被撞倒地
不起，刘伟急忙上前救助，还
将伤者送到医院交上住院押
金。因没有旁观者，刘伟一度
被伤者家人误认为肇事者，交
警澄清真相后，伤者家人为刘
伟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近日，河南省商丘市梁园
区裴武村村民吴清华，将一面
写着“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的
锦旗送到曹县仵楼镇李庄村
在家休假的战士刘伟手中，感
谢刘伟出手相救遭遇车祸的
吴清华父亲。

原来，在部队服役的刘伟
休假期间，1月1日18时左右，
在河南省商丘市办完事后打
车回家，当车行至商丘市凯旋
路田庄路口时，前方一辆轿车
撞倒了一辆摩托车，摩托车驾
驶人重重地摔在地上。

刘伟看到后立即让出租
车司机停车，说要救人。“司机
师傅说救人可能被赖上。”刘
伟说，车祸就发生在自己眼
前，被撞的人正是需要帮助的
时候，应该出手相助，他没有
考虑那么多。

下车后，刘伟先拦住了肇
事轿车司机，然后来到被撞的
人身边。被撞倒的是一位老
人，当时老人已经昏迷，不省

人事，脸上头上都是血迹，几
乎没有了呼吸。与老人同行的
一个人，被突发的车祸吓呆
了，愣在一旁不知所措。刘伟
赶忙拿出手机拨打120急救电
话和报警电话。

没多久，救护车赶到车祸
现场，刘伟帮着医护人员把受
伤的老人抬上了车。离开时，
刘伟让与老人同行的那个人
和肇事司机在一起，等待交警
来处理，并尽快与老人的家人
取得联系。

由于老人一直处于昏迷
状态，身边没有家人照顾，刘
伟就跟随救护车一路护送到
医院。在医院，刘伟把身上仅
有的1700元钱给老人交了住

院押金。半个多小时后，老人
被安置在急诊室病房，老人的
家人也赶到了医院。看到刘
伟，老人的家人误认为刘伟是
肇事者，态度恶劣，也听不进
刘伟的解释。

就在刘伟百口莫辩的时
候，处理车祸的交警到了医
院，告诉老人的家人，肇事者
已被带到交警队接受调查处
理，刘伟是老人的救命恩人。

事后，刘伟才知道，他救
的那位老人叫吴传芳，家住商
丘市梁园区裴武村。老人的儿
子吴清华说，老人于第二天才
醒过来。1月3日，刘伟还到医
院看望了老人，目前老人身体
已无大碍。

欧阳艳丽的哥哥将欧阳艳丽的骨灰撒进京杭运河。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本报曾对欧阳艳丽的病情和创建“爱心书屋”进行追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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