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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拍这组照片？

习惯拍摄 作纪念是很自然的事

魏尧说，恋爱期间，他最喜欢也最享受的一件

事，就是用相机为女友拍照。最初就是想把妻子怀

孕这一段特别的经历记录下来，作纪念，是很自然

的一件事。 “干了近10年摄影，习惯了用相机记录

生活。”魏尧说，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承受着同龄人

同样的压力。“我们买的是二手房，2003年的小区，

房贷80万啊，现在一个月还五千左右”。对于这对

80后小夫妻来说，拍照，是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

照片带来了什么？

消除忧郁 妻子长疹子也能变有趣

“2013年10月10日，怀孕第139天，juju肚子上

涂的炉甘石像梵高的天空。”

胡月怀孕期间，由于激素变化，肚子上长满了

疹子，奇痒无比。就在她涂抹炉甘石水缓解症状的

时候，魏尧想到了梵高的《天空》，于是在妻子的

肚皮上搞起了创作，并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原本一

件郁闷的事，被他们转化成了一件有趣的事，也消

除了妻子的忧郁情绪。

女子悬8楼窗外

7楼伸出一双手

命悬一托

“关键时候，就忘了自己的腰了，现在也没什

么异常，不影响。”56岁的赵师傅说，当时完全没

考虑那么多就冲过去了。出生在沈阳的赵师傅，说

起话来还带着一股爽朗的东北腔， 中气十足。不

过，老伴却对他的身体担心不已，当赵师傅向成都

商报记者讲述救人的经历时， 他的爱人一直站在

身后，提醒他要多注意身体。

原来， 赵师傅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好几年

了，并压迫到了腿部神经，经常走路都感觉到一

抽一抽地痛。2010年， 他还曾住院做过一场微创

手术， 之后有快一年的时间下不了床。“当时，我

以为手术失败了，一度担心是不是站不起来了。”

他说，好在这两年身体慢慢好转起来，但平时还

是不能做太重的体力活， 不能进行剧烈运动，也

不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太久， 所以他没有上班，一

直在家里歇着。

赵师傅住在金大爷的对门。 听到金大爷全婆

婆的呼救， 他立刻冲出房门， 跑进金大爷的卫生

间，参与施救。当时赵师傅使出了浑身力气，才把

女子拖进了7楼窗口，回忆起救人的情形，赵师傅

说：“把人拖进来后，我都差点虚脱了。我有腰椎

间盘突出，很害怕托不住她啊，如果她从我手里滑

下去，我怎么跟家属交代……”赵师傅称，事发后

整个上午他都在后怕。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摄影记者 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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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除眼球时

老人捐眼角膜

他是全省首例活体眼角膜捐献者

成都商报讯（记者 锁千程 摄影记者

王勤）

通常，眼角膜捐献要在志愿者逝世

后才能成功实现的。不过，69岁的急性青

光眼患者张金泉， 却在接受眼球摘除手

术的同时，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了出来。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在省医院城东病区

见到了病床上的张金泉。据了解，他是全

省首位活体眼角膜捐献者。

“只要我的眼角膜能让其他人重见

光明，我就高兴了！”昨日，坐在病床上，

张金泉的右眼还贴着纱布， 向记者讲述

了他的捐献故事。

去年12月中旬，张金泉眼睛出现了充

血、流泪、胀痛等症状，被诊断为急性青

光眼，视网膜已经脱落。根据病情，医生

建议他摘除眼球。“我的眼角膜能不能

捐献出来呢？” 张金泉突然冒出这样一

个想法。 他自费检查评估了眼角膜的功

能，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他的眼角膜

能够达到捐献标准。

手术前，为了联系接受眼角膜捐献的

单位。张金泉和老伴朱金英打了不下30个

电话，手机都快没电了。“眼角膜取下来，

放久了就不能用了！”张金泉很着急。

21日上午8点左右，张金泉再次接到

眼库工作人员的确认电话， 此时距离手

术开始只有两个小时了。

经过大约5个小时的手术，张金泉的

眼球被顺利摘除， 同时在成都医学院附

属康桥眼科医院眼库成功捐献右眼眼角

膜， 成为四川省首例成功活体捐献角膜

的志愿者。 康桥眼科医院角膜移植与眼

表病专科副主任周李表示，“如果张金

泉的角膜能通过病理检查， 至少能够帮

助一位角膜盲患者重见光明。”

伦理法律制约

活体捐献角膜者罕见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约有400万角膜

盲患者，其中70%左右可通过角膜移植手

术重见光明。但目前我国每年能够接受角

膜移植的患者数量仅在5000例左右，四川

省每年仅完成300例左右角膜移植， 其根

本原因在于“捐献眼角膜的人太少”。

周李介绍，人一旦失去眼角膜，就意味

着失去光明。所以，无论从伦理还是法律的

角度来讲，通常，眼角膜捐献都是在志愿者

去世之后才能实现的。 但也有例外———眼

病患者因病需要摘除眼球，如角膜完好，就

可以活体捐献。“能成功实现活体角膜捐

献是难得的。首先，患者本身就承受着巨大

的生理和心理痛苦，很难想到捐出角膜；其

次， 患者患眼病， 可能导致角膜的质量不

佳，也无法实现活体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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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挂在8楼外 晃来晃去

昨日10时许，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事发小区，

不少市民仍在抬头看着出事单元，议论着方才的

惊魂一刻。 该栋楼底层是商铺，3楼处有个平台，8

楼厕所的窗户紧闭。

“就是那个窗口，刚才看着好危险，心都要跳

出来了。”临街开铺子的一位大姐称，当时她听到

有人尖叫，循着声音看过去，就看到一个女子悬空

挂在窗外，上头有个人抓着她，也看不清抓的是手

臂，还是衣服，女子的身体晃来晃去，还在不断往

下滑。好在，7楼的厕所窗户是开了的，她的双脚踩

到7楼厕所窗户的上沿， 但整扇窗子也晃来晃去，

看上去危险极了。

当时，立即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

婆婆上厕所 看到窗外一双脚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楼下捏了一把汗的市民

们看到，7楼探出半个身子，伸出一双手，托住女子

的双腿，就在女子身体垮下去的那一刻，迅速地将

女子拖进了7楼室内。

昨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在7楼见到了参与救

人的金大爷。“我没有做什么， 身体虽然还好，但

毕竟年纪大了”，今年已77岁的金大爷说。一早，

比他小一岁的老伴全婆婆正上厕所，听到窗外有人

喊救命，她从窗口探头往下一看，发现楼下的人都

在往上看，她再一扭头向上，坏了，看到一双脚悬空

在上方，踩在自家的厕所窗户上沿！

全婆婆吓坏了， 大叫着跑到客厅喊金大爷。金

大爷见状，也有点乱了手脚，赶紧拉开房门，跑到

阳台上冲着楼下喊门卫上来救命。

“整个过程可能不到10分钟”，小区门卫李师

傅称，他听到楼上呼救后，与其他3名同事迅速冲

上楼，女子已被7楼的邻居救了下来。

使尽全力 一把拖进7楼窗口

那双有力的手是对门赵师傅的。听到有人呼救，

赵师傅马上冲到金大爷家的卫生间。 他从窗口探身

出去， 只见女子的双腿已经垂到了窗口。“我就伸出

手去，紧紧抱住她的两条腿，楼上有个男人正抓住她，

我冲他喊，让他抓牢一点，他说尽量，但是他可能支撑

不住了。”赵师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就在那一瞬间，

他看到女子衣服都快被拉掉了， 感觉到她的身子往

下一沉，好像要往下滑。他立即踮起脚，努力往上探出

身子，使出全身力气抱住女子的身体，一把拖进了窗

口，并在金大爷的帮助下，把女子放到了地上。

她是谁

为何悬窗外

门卫李师傅称， 昨日一早他就在小区门口看到过该女

子，

40

来岁，让他送她回家。他刚把她送到电梯附近，她又跑

走了。赵师傅称，他把女子救下后，她情绪激动，他跟大伙一

起送她上楼，她还一度想跑开，说要找儿子，他帮着劝了很

久，后来她说想抽烟，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后来她家人把

她抱到沙发上，我就离开了。”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敲开了金大爷楼上、

8

楼住户的

门，一名年轻男子开了门，但他坚称，没有听说过此事，“不是

我们家的事。”

昨日9时许，经华北路一小区发生惊险一幕：临街8楼的一扇小窗外，

一名女子身体“挂”在半空中，家人正死命拉着她，但她的身体仍在不断下

滑，情况危急。生死关头，7楼窗口忽然伸出一双手，拖着女子的双脚，在她

眼看就要坠楼的最后一刻，将她抱进了室内。

白领上班网购看美剧被开除

法院判开除合法

高级白领冯女士上班时间网购、逛

论坛、看美剧，所在单位以她违反了员

工守则为由将她开除。 冯女士不服，将

单位告上法庭，请求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双倍赔偿金3.8万余元及加班工资。昨

日，高新法院对外通报，该法院认为冯

女士多次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已严重

违反了劳动纪律和单位规章制度，判决

单位不用支付双倍赔偿金，不过要给冯

女士加班工资2482元。

冯女士原是四川中达凌志汽车有限

公司的一名员工， 从事行政人事经理工

作。去年6月28日，该公司对冯女士使用

的办公电脑进行了内部审计， 以确认她

是否在工作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内部审计发现， 冯女士工作电脑上存有

与工作无关的文件， 且在近一个月时间

内有使用工作电脑在工作时间看美剧、

浏览淘宝、网易等网站及论坛的记录。当

天， 该公司以冯女士上班时间不认真工

作等诸多行为对公司造成了不少的负面

影响为由，向她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 并于两天后正式解除劳动合同。

高新法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救人者的后怕

我腰椎间盘突出，生怕托不住她

？

把人拖进

来后，我

都差点虚脱了。

我有腰椎间盘突

出， 很害怕拉不

住她啊， 如果她

从我手里滑下

去， 我怎么跟家

属交代

妈妈的爱在孕育

爸爸的爱在拍摄

自贡小伙用镜头记录妻子孕育龙凤胎的经历，组图《怀孕日记》走红

自贡小伙魏尧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妻子胡月怀孕265天里的点点滴滴，他创作的组图《怀孕日记》

悄然走红网络，截至昨日21时30分，央视新闻新浪微博发起的#怀孕日记#话题讨论已有901641次！

2月13日，魏尧的妻子胡月顺利产下龙凤胎。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与身在北京的魏尧通过网络交流得知，原来他还曾在成都商报社实习过。

结缘 因为同年同月同日生

魏尧出生于1982年， 是自贡人，

200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系，大四期

间曾在成都商报社要闻部实习。 魏尧

说，他从小就爱摄影，初中用一部傻瓜

相机为同学拍照，然后做成相册并配上

文字收藏。高考结束后，父母送了他一

台凤凰135胶片相机，在大学里，他就更

加认真地学习摄影了。

毕业后，魏尧去北京工作；那一年，

天津女孩胡月也被安排在同一系统工

作。入职培训后，魏尧发现，胡月竟然跟

他同年同月同日生，大家因此成为好朋

友。2007年，他们开始恋爱。

走红《新闻联播》里露脸

“‘相信爸爸，我会带着你们开始新

生命的冒险。’juju（注：胡月的昵称）和魏

尧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小夫妻。13日，两

人的龙凤胎宝宝呱呱坠地。 怀孕伊始，丈

夫@喂妖 就开始用相机记录。 你感动了

吗？祝福！”央视新闻新浪微博推送了魏尧

创作的《怀孕日记》，截至昨日21时30分，

已被转发了116440次，评论22931次。

而此前，小夫妻的照片就已出现在

除夕夜的《新闻联播》中。《新闻联播》

的解说是：浓浓的乡愁，加上一点技术

流，可以定格成一种特殊的思念：我们

来看， 有网友用投影记录下家人的合

影，再把自己放进去，拍摄下一张特殊

的全家福。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除署名外图据网络

自贡新闻热线：

18064900068

“时间银行”今天开业

1小时服务可换5元

成都商报讯（记者 锁千程）

今日，送

仙桥社区“时间银行”就将开业。社区党委

书记蔡伦说，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帮助社区

弱势群体及居民都可以成为“时间银行”

的储户，“帮忙买菜煮饭、打扫卫生，甚至

陪聊都算，用服务换取时间！储户账户时间

满20小时后，可到‘银行’兑换爱心卡，兑

换标准为1小时=5元代金券。”

蔡伦介绍，社区还与辖区内4户商家

签订协议，“时间银行”储户去消费不仅

能打折，还可使用代金券。这4家商户分

别是卖白面馒头、修电脑、卖五金产品和

修自行车的。根据协议，社区将与商家结

算。接下来，社区还争取将理发、家政、洗

车行业也纳入代金券使用范围。

蔡伦介绍，“时间银行”经费来源于

公共服务专项资金。据他预计，第一年所

需费用约3万元。

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四川大学“美丽中国”研究所所长蔡尚

伟认为， 这样做可以培养市民的公益惯

性，从准公益走上纯公益之路。

“后期那张模仿计算机下载

程序的照片就是胡月的创意。那

个loading，以及显示已进行99%

的进度条都是她自己做好，贴在

肚皮上的”，魏尧说。 (

新闻晨报

)

救人过程示意图

制图 余进

事发小区

昨日，赵师傅（左

1

）、全

婆婆和金爷爷讲述救人过程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

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

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幸福的一家四口 魏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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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怀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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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肚子奇痒，欲抓不能，

juju

只能哭

小夫妻的照片曾出现在今年年三十

的新闻联播

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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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怀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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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ju鄄

ju

肚子上涂的炉甘石像梵高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