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勇救落水者遇难
◇晨报融媒记者 陈雅娜

“张教授是这里的教练，他文
武双全，武术造诣颇高，也是一名
教授。”与张文波教授相识 5年的朋
友布仁说。
据布仁介绍，他与张文波最后
一次见面是半个月前，看到他当时
正在上课，课堂上的张文波是“硬
汉”的形象 ，而私下里的他，非常
稳重，是一名真正的武者。

10月 3日，内蒙古农业大学林
学院教授张文波在湖北宜昌市营
救两名落水人员时不幸遇难。10
月 7日上午，张文波遗体告别仪式
在呼和浩特殡仪馆举行。
不管是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学
子还是道场的弟子，纷纷在微博、
贴吧上缅怀致敬，寄托哀思，送别
老师。

习武为成为生活的强者

游泳爱好者目击事发经过
8日，记者联系了湖北省宜昌
市相关知情人，还原了当时的现场
情况。
事故发生在宜昌城区江边、夷
陵长江大桥上游附近。事发地是
江边一处水泥斜坡，岸边用油漆写
着
“危险区域严禁涉水”。
游泳爱好者邓先生目击了事
发经过。据邓先生介绍，当天（10
月 3日）16时 20分许，先是一名 40
岁左右的女子下到江中游泳，游了
一会儿突然感到体力不支，一名男
子连忙下水施救，也在水中遇险。
此时，另一名男子下水施救，他拉
了一把遇险男子后，自己也沉入水
中。
事发地 100米之外，就是长江
航运公安局宜昌派出所。
听到岸上人们的呼救后，派出
所民警迅速出动巡逻艇组织搜
救。不幸的是，民警通过救生圈救
起了先前下水施救的那名男子，游
泳的女子和后来下水施救的男子
双双沉入江中，不见踪影。
据湖北当地媒体报道，参与搜
救的民警介绍，溺水事故发生得非

◆张文波生前武馆活动照片
常快，从听到呼救到出动巡逻艇救
起一名男子，
整个过程在 5分钟内。
事后，警方在现场搜救打捞，
找到两名沉水者时，都已没有了生
命体征。经证实，最后下水施救遇
难的男子正是张文波。
当地媒体人透露，事故中的三
人是从外地来宜昌参加一个行业
活动的。活动结束后，他们带着一
些弟子结伴到江边游玩，没想到发
生了意外。
宜昌市相关部门表示，他们目
前正对这起突发事件的原因进行
调查，善后处理也在积极进行中。
至于这起事故中是否有见义勇为
的情节，需要通过严谨的程序进行
认定。

晨报融媒记者 陈雅娜翻拍

朋友回忆 武者亦是学者
据悉，张文波是截流武道中国
区总教头，他在日本求学多年，获
日本国立熊本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期间还向多位大师学习修炼空手
道。回国后，张文波任教于内蒙古
农业大学，为我国的林学事业培养
出优秀人才。同时，他还是一名空
手道高手，级别达到了黑带五段，
是国际空手道联盟极真会馆真武
道场最高师范。
昨 日 ，在 截 流 武 道 内 蒙 古 总
部，808室馆内空无一人，墙上挂有
许多张文波带着学员去草原体验
民族风情的照片；另一边挂有许多
张文波生前参赛的照片，照片中的
他神态从容。

2017年，张文波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讲述，小时候的自己虽然学习
好，但因为个头小，经常受到同学
的欺负。他看了李连杰主演的电
影《少林寺》之后，萌生了习武的念
头。
高中时，张文波跟着学校的拳
击队教练练习拳击；
大二时，
有幸认
识了有着“中国武术散打十大名帅
之一”
之称的赵学军老师，
并跟随其
学习散打；1999年，张文波留学日
本，
正式开始极真空手道的学习。
当年，张文波在接受采访时曾
说：
“ 空手道让我变成了一个有着
坚定信念的人。无论是对人还是
对事，我都变得更加专注认真、沉
稳而富有耐力，我坚信没有任何困
难能难倒我，只要我去直面它，正
视它。练习空手道的过程就是一
个修心的过程，明是非、善护生、懂
孝悌、重担当，自强自尊，成为生活
的强者。”
对于张文波遇难一事，内蒙古
农业大学宣传部王副部长表示，他
们(
张教授)
空手道协会在湖北省宜
昌市举行活动时发生的意外，具体
谁落水了，张教授救了哪些人，学
校方面还不清楚，不做过多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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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校友患重病 400余同窗解囊相助
◇晨报融媒记者 王晓玲

贫困家庭，从呼市红山口卫校毕业
后，回到了老家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本报讯 近段时间，原呼和浩
左旗满都拉图镇工作。
特市红山口卫校(
内蒙古蒙医中等
2016年 4月，包淑兰突然出现
专业学校）的 400多名师生得知原
头痛、呕吐的症状，有时还起不了
94级蒙医学专业 2班的校友包淑
床。起初她不以为意，以为过段时
兰不幸被查出身患“慢性肾脏病 5 间自然便会好，但到后来竟浑身乏
期”(
尿毒症)
后，纷纷捐款，帮包淑
力，起不了床，于是由家人陪同来
兰渡过难关。
到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
虽然已毕业二十多年，现在学
检查结果是“急性肾功能损伤”
“肾
校也已经不存在了，但同窗情谊永
性高血压”，
住院治疗了 20多天。
难忘。当老师、校友接到包淑兰的
出院后的包淑兰，一直喝中草
妹妹发来的求助信息后，纷纷献出
药调理，那时病情还算稳定。可在
爱心，校友微信群有原红山口卫校
2017-2018年 间 ，包 淑 兰 病 情 加
88-97届的 400多名校友，他们虽
重，先后去了河北、锡林浩特等地
在内蒙古不同的盟市，但还是通过
继续看病，期间花去了 10多万元。
网络、转账等方式进行捐款，帮包
9月 20日，包淑兰住进锡林郭
淑兰渡过难关。
勒盟医院重症监护室，检查结果为
今年 44岁的包淑兰，出生在 “慢性肾脏病 5期”。住院治疗、透

◆简讯
青山交管大队开展交通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
近日，包头交管支队青山大队积极开展渣
土车、工程车、水泥罐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
动，竭力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整治中
民警采取日常管控与专业打击相结合的方式，
在辖区禁行区域和重点路段设卡，严厉查处大
型货车未经许可进入禁行区域、无牌无证、超
载、沿途撒漏等突出违法行为。通过采取固定
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等方式，加大夜间查处
工作力度，整治行动无缝隙覆盖，坚决做到发
现一起，严格处罚教育一起，形成严查严管态
势，确保道路行车安全。
（李俊军）

析了半个月，每天治疗费用一万多
元，目前，
仍在住院治疗。
据其校友王铁山介绍，近一个
星期，师生共捐款 22060元，参与
捐款的几位校友代表于 9月 28日
看望了与病魔抗争的包淑兰，并把
捐款送到她的手中。
看到众位校友慷慨解囊为妹
妹捐款，姐姐包青兰哽咽着说：
“非
常感谢所有支持、关心、帮助、鼓励
过妹妹的老师和校友们，希望她的
病能快点好起来，回报关心她的
人。”
“作为包淑兰的同窗好友，看
着这个普通家庭面对现在高额的
医疗费无法承担，也希望社会爱心
人士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力所能及
地为她献出一份爱心。”校友王福
全呼吁。

◆病床上的包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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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原交管大队
走进运输企业宣安全

招商银行
App用户突破 1亿

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近日，
包头交管支队九原大队民警深入内蒙古圣泰
土石方运输有限公司开展交通安全检查和交
通文明宣传活动。民警针对机动车超速、超
载、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
行为带来的危害进行宣传教育，提醒驾驶员切
忌抢道霸道行驶、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并对在
道路上违法占道等交通陋习进行讲解。针对
企业所属货车、工程车、渣土车超载运输、抛撒
物品等交通安全管理中的多项“顽疾”，以及闯
禁行、超员超载、反光标识不清晰等交通安全
隐患，大队将持续深入推进整治。
（邬斌）

2019年 9月 12日，
“零售之王”招行官宣，招商
银行 App用户突破 1亿大关，正式跻身“亿级 App
俱乐部”，与一线互联网企业同台竞技。而此时，距
离其用户规模突破 9000万仅仅只过去了 106天，
较上一个千万级别的增长用时缩短近一个月。这
是招行继零售客户数（含信用卡）、两大 App用户
数、个人储蓄账户数“三亿齐飞”后，在零售用户规
模上的第四个“亿级”里程碑，招行也因此成为了国
内首家 App用户数破亿的股份行。深耕金融场
景，链接美好生活，潜心打造极致体验，这是招行的
初心，也是招商银行 App能够成为国民财富生活
App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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