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管教严厉，少女冲动之下要轻生

30分钟生命通话，接警员暖心劝导救回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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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陶春燕
通讯员 付延涛 丁华芳

接到求助电话
接警员循循善诱

当聊城市阳谷县公安局110报
警台接警员胡福兰接到这个报警电
话时，精神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多年
的接警经验让她意识到，自己必须
提高警惕去配合处理这次突发的紧
急事件。

“阿姨，能不能帮我给我妈妈传
个话，我根本就不该存在这个世
上……”随着电话里稚嫩的声音不
住地抽泣，胡福兰的心也不禁揪了
起来，但为了让少女尽快地安定下
来，尽早摆脱轻生念头，胡福兰尽全
力让自己镇静，化身一位温柔的“倾
听者”，耐心地倾听少女吐露所有的
不快。

接警的同时，胡福兰立刻暗示
同班组另外两名接警员邢江华、王
丹快速向上级领导进行报告，了解
到事情的紧急性后，阳谷县公安局
迅速调派其余警力对轻生少女开展
救援部署。

胡福兰在和少女的交谈中得
知，轻生少女现在是一名初中学生，
平时母亲对她的管教比较严厉，母
女二人之间爆发过好几次矛盾，有
时双方甚至会有动手的激烈情况出
现。现下13岁的少女正处于青春期，
学习压力比较大，心理承受能力比
较薄弱，种种因素的叠加影响让她
不由得生出了自杀的念头，在11月2
日这一天，想要以跳湖的方式结束
自己的生命。

“妈妈的教育方式方法可能不
对，但是她的初衷肯定是为了你好，
你可以跟她沟通，让她做些改变，警
察叔叔阿姨也可以帮助你劝劝她，
改变今后的教育方法，世界这么美
好 ，一 定 要 爱 惜 生 命 ，未 来 可
期……”在听完少女的哭诉后，胡福
兰的心里也非常着急和难过，但少

女的情绪尚未稳定，具体的警情位
置也还没确定，胡福兰容不得自己
多耽误时间。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
她和电话那头的少女说着知心话，
让少女逐渐放松下来。胡福兰告诉
她，自己理解她，但不希望她选择这
种方式。经过循循善诱的劝导，少女
渐渐止住了痛哭，胡福兰也终于慢
慢地引导少女说出了自己所在的位
置以及她母亲的联系方法。

顺利找到女孩
母亲做出承诺

线上接警人员耐心细致劝导，
线下处警人员快速实地找寻，阳谷
县公安局局领导李雷迅速赶至指挥
大厅进行指挥处置，第一时间指令
处警人员快速到达南湖现场，顺利
找到了轻生少女，并立刻通知了其
母亲。

耐心劝导、暖心交流、紧急找
寻，众人的安慰终于使坐在湖边的

少女放弃了轻生念头。博济桥派出
所处警人员、侨润派出所增援人员
接到指令后都迅速赶到了现场。少
女的母亲也跟随警察前来找寻女
儿，看到在湖边哭得不成样子的女
儿，母亲的心也不住地疼痛，一边呼
喊着女儿一边落下泪来，连连向民
警表示后怕极了。

在大家的劝解和帮助下，少女
最终离开了危险的湖边。和现场的
民警确认安全后，胡福兰才放心地
挂断了电话。生死争速半小时，好消
息传来，胡福兰心里的石头终于落
了地。

这一边，民警们在安抚了母女
双方后，对少女母亲过于激烈的教
育方式进行了劝改。经历了生死瞬
间的母亲紧紧拉着女儿，认识到了
自己教育方法的错误，并向民警保
证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寒冷的天
气里，南湖湖水平静地流淌，母女二
人相拥离去，给了事情一个温暖的
结局。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万文闯

张新轩是山东省曹县
邵庄镇郑庄村一名平凡的
农民，但他做的事情却是
不平凡的。他为革命烈士
义务守墓36载，在当地传
为佳话。

2022年被评
为菏泽市第八届
道德模范的张新
轩，10月25日，又
被山东省文明办
评选为“山东好
人”，他36载守护
烈士墓的义举，
感动着社会。

近日，记者
采访到张新轩老
人，眼前的张新
轩已是 9 6 岁高
龄，斑白的头发、
细密的皱纹似乎
在倾诉着他饱经
沧桑的一生。

1927年6月
出生的张新轩，
是一名有着70余
年党龄的共产党
员。年少时的张
新轩，亲历了八
路 军 在 村 里 驻
扎。他回忆道：

“八路军到村里
的时间虽然短，
但对村民很好，
村民对他们有感
情。”1943年，曹
县邵庄镇发生了
著名的“王厂战
斗”。战斗十分激
烈，日军进攻凶
猛，致使朱程、袁
复荣等100余名
八路军将士壮烈
牺牲。战斗结束
后，村民们自发
组织安葬了将士们。

八路军英勇抗战护民
的事迹，深深地烙在了张
新轩的心中。他十分敬佩
朱程司令员宁死不屈的革
命气节，经常对子女讲起
八路军抗战的故事，教育
子女一定不要忘了烈士
们。退休之后，张新轩老人
常说：“八路军当年为了保
护我们老百姓光荣牺牲在
这里，我心里总想着为烈
士们做点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张新
轩老人在烈士墓前许下诺
言，要为烈士们修陵园、当
守墓人。许下诺言的张新
轩开始四处奔波，动员各
方力量为烈士们重修了墓
碑，建立了烈士陵园，自己
也从此做起了义务守墓
人。

烈士陵园距离张新轩
老人的居住地3公里远，但
不管家里的事再多，农活
再忙，他一有闲暇时间就
会赶到烈士墓地，为墓地
清除杂草、擦拭墓碑，有时
候一天要去两次，把陵园
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片墓地、一把
扫帚、一块抹布、一把
铁锨、一辆小推车，都
是陪伴张新轩老人最
亲密的“战友”。一年、
五年、十年……谁也
没想到，这位九旬老
人一直坚守了36年。

在张新轩老人的
带动下，邻村的几个
老人也会在每月的农
历初一和初六来到陵
园，和他一起打扫陵
园。退休十余年的郑
孝仓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第二代义务
守墓人，郑孝仓常说：

“张新轩老人的事迹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浓厚的爱国情也需要
传承。我们不能忘了
牺牲的烈士们。”现在
郑孝仓每天和张新轩
老人一起为烈士们扫
墓，并为前来参观的
游客宣讲红色事迹。

如今，这座烈士
陵园已成为当地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每年
的清明节，附近的干
部群众和学生都会来
到陵园为先烈扫墓，
而张新轩老人也做起
了义务讲解员。

36年来，张新轩
义务开展红色宣讲
210余场，累计为5000
余名中小学生讲述革
命烈士的英勇事迹。
在红色基因的传承

下，王厂村和郑庄村先后
有20余名青年选择报名参
军，十余名有志青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张新轩家三
代人中，也先后有6人参
军。

当问起张新轩老人为
什么36年来一直坚持为烈
士守墓时，老人缓缓地回
答：“陪烈士说说话，让英
魂不孤单！家人找不到他
们，我们就是这些烈士的
亲人，我只想让他们有一
个干净舒适的家。”

36年默默无闻地为烈
士守墓，张新轩老人坚守
的是自己的诺言，也是一
名党员的崇高信仰，传承
的是砥砺前行的红色精
神。岁月变迁，时光流逝，
唯一不变的是张新轩老人
那颗炙热的守诺之心。

记者 李静 郭春雨 张琪

11月6日，北京马拉松最后一名
完赛选手，也是年龄最大的86岁选
手张顺，在网上“走红”。老人身穿蓝
色运动服，头戴黄色鸭舌帽，成为赛
场上最特殊的风景。老人身后，12位
收尾领跑员护送他抵达终点，又是
一番温馨且让人感动的画面。11月7
日，记者对话收尾组领跑员王涛。王
涛表示，“老人跑龄挺长的，他在以
自己的速度跑自己心中的马拉松。”

以下为王涛的自述。
北京马拉松领跑员的收尾组有

12个人，我是收尾组的组长。我们12
个人分成了两个小组，在起跑时两
个小组分别在F区前和后起跑，5公
里时会合，我们的职责就是按照2022
贝壳北京马拉松赛事规程，在每个时
间节点进行收尾，可以说就是“移动
的计时器”，确保尽可能多的选手可
以在关门前安全顺利完赛。

在30多公里处，我们遇到了老
人。老人问我们，是不是跟着我们就
能完赛。我们说，是。所以，老人就一
直跟着我们跑。我发现，老人的鞋子
磨损很严重，看起来穿了得有好几
年了，跑量应该特别大。

领跑有时间限制，每5公里处都
设有关门时间节点，我们要根据《竞
赛规则》规定的自然时间跑过这些
时间节点。我们到玲珑塔下6号门的
时候是6小时14分钟，在我们身后的

参赛选手已经寥寥无几了。收尾组
需在6小时15分钟完赛，距终点不足
100米，我们所有人都在给老人加
油，给他鼓劲。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老人的故
事。老人叫张顺，几乎每个月都跑
200多公里。据我们了解，原本老人
预计在5个半小时就能完成比赛的。
但是比赛过程中他肚子不太舒服，
去了一次厕所，耽误了时间。

最后这10公里，我感觉老人跑
起来挺轻松的，他一直保持着自己
的速度，虽然慢，但没有停歇。最重
要的是，我觉得他的心态特别好，他
在以自己的速度跑自己心中的马拉
松。即便没有跑到终点，老人也不会

受挫，而是表现出一种积极、健康、
热爱的心态。

我做过5次北马收尾领跑员，
这次经历特别令人感动，我们圆
满完成了各项任务。看到老人跑
到终点，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我
们还给老人深深鞠了个躬，第一
是表达对北马的感谢，第二是被
老人最后一刻跑到终点的顽强意
志所深深打动。

86岁老人跑完北马全程“走红”网络
领跑员：老人跑龄长心态好，原计划五个半小时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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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能不能帮我给我妈妈传个话……”
11月2日上午，阳谷县一名13岁少女因为和母亲的矛盾激化，一时情急

想要跳湖自杀，生死瞬间，少女拨通了110电话，紧抓“生命通话”的30分钟，
阳谷警方成功挽救了一条鲜活的年轻生命。

86岁的大爷成为北马最后一个过线的跑者。 图源北京马拉松官网

▲张新轩轻柔擦拭烈士墓碑。 受访者供图

胡福兰在接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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