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柴用君 编辑 温雅

武威天马湖
67岁外地老人
勇救落水母子
感动一座城 A

关注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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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晨报武威讯（首席记者董开炜）11 月 13 日上午，
位于武威市东郊滨河路附近的天马
湖发生一起溺水事故，
一名年约 30 岁的妇女怀抱一名一岁多的男孩落入湖中，
一位 67 岁的
黑龙江籍老人虽然不会游泳，
但率先跳入湖中施救，
托举落水孩子 20 多分钟，
最
终在众人的帮助下救出男孩，
但落水妇女不幸身亡。被救男孩和老人被送
往武威市人民医院抢救，
男孩目前仍然在重症监护室救治，
施救老人 14
日下午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
生命无大碍。一连两天，
武威市
数百名爱心人士通过网络急寻男孩亲人，
并纷纷前往医院看望老人
和孩子。部分爱心人士还承诺为转发消息传递正能量和提供线索
寻找男孩亲属者提供奖励。初冬的凉州城，
上演了一场爱心接龙。

施救老人曹宗诂不会游泳
跳入湖中托举孩子 20 多分钟
为此后施救争取了时间

母子落水，67 岁老人跳水施救

据目击者介绍，上午
9 时许，一名看上去年约
30 岁的妇女怀抱一名一
岁多的男孩突然落入天马湖
中，现场目击者中有人呼救，
有人打电话报警。人群中，
一位老人率先跳入湖中，用
尽全力托举起落水孩子，为
此后的施救争取了时间。
十 多 分 钟 后 ，公 安 、消
防、医护人员先后到达现场，
在众人合力营救下，男孩和
施救老人被救上岸并送往医
院急救，但那名女子被救出
时已无生命体征。
11 月 13 日晚，记者通过
知情人了解到，
老人和被救男
孩送往医院后，经过紧急抢
救，均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老人的女儿及时赶到了医院，
但由于男孩的亲属尚未露面，
武威市公安、
民政等部门正在
通过渠道寻找。与此同时，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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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名爱心人士也通过网络转
发消息，帮助寻找孩子的亲
人。
11 月 14 日下午，记者联
系到了施救老人的女儿曹立
晶。据她讲，她的爸爸生活
在黑龙江绥化市海伦市，名
叫曹宗诂（gu），今年 67 岁，体
重只有 110 多斤，不会游泳。
今年 9 月初，曹宗诂来到武威
市，在曹女士开办于凉州区
荣华十字向东 600 米处永鑫
建安院内的废品打包站帮
忙。11 月 13 日上午，曹宗诂
和往常一样送外孙上学后，
到天马湖逛游。他看见数十
人在天马湖岸边围观，便凑
上去看个究竟。当时，老人
看到湖面上有一个女子和一
个男孩都在挣扎，没顾上多
想就跳进湖中冲向孩子。老
人不会游泳，只能用尽全力
站着托举着孩子原地不动，

尽量让孩子的头部露出水面
来。十多分钟后，公安、消防
人员赶来，救出老人和孩子
以及那名女子，但女子已经
无生命体征。
记者了解到，
老人因不会
游泳而入水救人，
体力透支严
重，但经医院检查，生命无大
碍。14 日下午 3 时许，老人从
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
医
院对其进行观察治疗。
据了解，
被救男孩一岁半
左右，目前虽已苏醒，但仍未
脱离危险，
仍在医院重症监护
室接受治疗。14 日下午，
男孩
亲属是否找到尚不得知，
前往
医院看望的市民均未见到孩
子和其亲属。这对母子落水
的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救援知识和本领。13 日下午 6
时许，王国亮带领员工到武威
市医院探望并慰问救人者以及
被救小孩，
并对老人承诺：
老人
可在朗润游泳健身俱乐部终生
免费游玩、
健身，
俱乐部保证教
老人学会游泳。该俱乐部还通
过网络承诺：向提供线索寻找
男孩亲属者、转发消息传递正
能量者提供奖励。
14 日 下 午 ，曹 立 晶 告 诉
记者，她的父亲转出重症监护
室的两个多小时内，前往医院
探望的好心人络绎不绝，
“有
百十来号人了”。爱心人士还

自发建立一个爱心微信群，通
报老人和孩子的治疗情况，并
继续为寻找孩子的亲人而努
力。
截至记者发稿时，老人在
医院接受治疗的 5000 多元费
用已由女儿曹立晶承担，爱心
人士正在酝酿为老人捐款捐
物献爱心，但目前尚未建立合
适的捐款通道。
曹立晶表示：感谢各界好
心 人 士 关 心 ，我 们 不 需 要 捐
助，因为父亲身体尚好，我们
准备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这
也是父亲的意思。

爱心人士前往医院看望老人。

老人义举感动凉州城

一连两天，武威市大
街小巷和一些网络平台处
处热议外地老人不顾个人
安危勇救落水男孩的事迹，10
多位爱心人士“爱心接龙”，开
始为老人和孩子捐钱捐物，一
些爱心人士还表示愿意为提
供线索寻找男孩亲人者提供
物质奖励。
朗润游泳健身俱乐部经
理王国亮曾经是一名海员，
对
救生事业比较关注，平时免费
从事一些溺水救生方面的培训
工作，他希望俱乐部帮助更多
的西北人学会游泳，学会溺水

消防队员救助救人老人。

桥下空间如何利用，
一些专家表示——

“桥下空间”
微改造 软硬环境要兼顾

兰州晨报讯（记者刘有中）
随着本报关注兰州市“桥下空
间”利用话题的不断深入，越来
越多的兰州市民参与到讨论当
中。众多市民对于目前兰州市
“桥下空间”的利用并不满意，对
于未来仍有所期待。对此，一些
社会研究学者表示，兰州市“桥
下空间”利用属于起步阶段，但
此项工作不但关乎整座城市的
形象，也关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的市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
作、生活，而一座城市宜居与否，
量。所以相关部门要设立对“桥
则往往由市民们在业余时间的
下空间”进行微改造，使桥下空
生活幸福感所决定。为此，在
间建设和管理精细化、品质化， “桥下空间”的建设中，更要尊重
从而达到
“好管、
好用、
好看”
。
广大市民的意见与建议。未来，
对于兰州市“桥下空间”的
随着兰州市“桥下空间”的利用
利用，兰州市社科院研究员牛铮
与管理步入正轨，在规划中，相
超老师谈到，在利用“桥下空间” 关政府部门更要结合、采纳广大
时，首先考虑美化，其次才能考
市民的意见，
“桥下空间”的改造
虑其实用性。因为一座城市发
和利用除了硬环境的升级，软环
展，首先是为了方便居民的工
境的改善也很重要。

市民意见

市民胡女士：在“桥下空间”过多地设置停车场，怎能不让市民感到单调和无趣。我曾经也
是城市规划者当中的一份子，近日在看到贵报关注“桥下空间”的报道后，特意对兰州市部分立
交桥的“桥下空间”进行了留意，发现兰州市在“桥下空间”设置停车场的比例较大，尤其在小西
湖什字连接南滨河路的立交桥下，无论是“净空”还是宽度，完全有充足的空间进行更加合理的
设计，
目前却是一味地、大面积地设置成为停车场。
（通过本报新闻热线 96555 建议）
网友“雪莲 1997”：
每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
都希望自己所居住的环境越来越美。尤其在
“桥下空间”
的规划中，
公共停车场只能作为其中一个选项，
更多地要考虑城市功能的合理性，
不能为
了解决
“停车难”
的问题，
就简单地进行停车场的规划。
（通过兰州晨报掌上兰州平台建议）
网友“木子李”：
一座城市利用
“桥下空间”
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
那么为何不更好地进行
利用？目前，
兰州市立交桥下所设置的停车场都是固定车位，
如果可以有效地利用空间，
设置立体
停车场，
岂不是可以争取更多的空间建设绿地，
以及其他公共设施。
（通过本报官方邮箱建议）

10 月份,全省空气质量陇南最好

兰州晨报讯（记者李辉 田玥）11 月 13 日，省环保厅公布 10 月
份全省 1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监测数据显示，陇南为 10 月
份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
10 月，全省 1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排名由好到差分别为：
陇南、甘南、庆阳、定西、张掖、天水、平凉、临夏、嘉峪关、金昌、酒泉、
武威、白银、兰州。除武威外，省内其他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均优于去
年同期。

采光权被阻 张掖路街道办调解得以解决

张掖路街道办收到的锦旗。
兰州晨报记者 赵野 摄

兰 州 晨 报 讯（记 者 赵 野）
“这是我们的正常工作……”11
月 13 日，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
街道办主任王治钢在办公室收
到锦旗时连连推辞道。
据了解，
日前由于张掖路街
道办下辖的便民市场——贡元
巷菜市场升级改造，
承包商原设
计方案严重影响兰大九三教育
培训中心的采光权，
该校负责人
联系到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办主
任王治钢，随后，经张掖路街道
办调解，承包商修改原设计方
案，
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