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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东市乐都区郎家村的假日学堂
里，传来悠扬的歌声，26岁的马晓晨坐在
孩子们中间，怀抱吉他，与孩子们合唱他
的原创歌曲《鲁班亭》。朗朗上口的歌
词，悠扬唯美的旋律，配以天真清澈的童
声，整个小山村被音乐环绕。此刻，郎家
村的留守儿童好似插上了音乐的翅膀，
变成了会唱歌的天使。

●当志愿者
7年前，马晓晨考入了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地质学本科，本科读完之后，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了本校地质工程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再
次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博士。马晓晨出
生在乐都区郎家村，他对这片土地有着
深厚的感情。今年暑假，马晓晨得知，青
海省儿童福利协会在家乡成立了假日学
堂，为留守儿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假期
活动，马晓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名志
愿者。

每天，他都会背着自己心爱的吉他，
给留守儿童们教唱歌、教吉他，给他们辅
导功课，让孩子们更多地了解大山以外
的世界。

●结缘音乐
马晓晨最早与音乐结缘是在小学。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羽·泉的歌，吉他
声深深吸引了他。10 岁那年，他拥有了
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初学吉他很艰
难，但在那个家人无力提供更好玩具的
年代，这就是我最好的玩具。”从拥有吉
他到简单弹出《丁香花》，马晓晨摸索了
两年多的时间。

2006 年 11 月 20 日，他创作了第一首
歌《妈妈的心》。为了纪念这个日子，爸
爸帮他把日期刻在吉他上。“从学吉他以
来，我一直都在探索未知的音乐世界，内
心迸发的音乐灵感让我奋进。”

进入大学后，马晓晨常参加学校举
办的晚会或歌唱比赛，丰富大学生活。
读研究生后，他创作的原创歌曲还获得
过学校“研究生十佳歌手大赛”和湖北省

“寻找长江新星”系列活动之歌唱新星选
拔赛的冠军。今年，马晓晨的原创歌曲

《地质人》上线网易云音乐，短短两天时

间播放量便突破 5万。
“《鲁班亭》是我在 2017 年 1 月 30 日

创作的，因为我的家乡就在郎家村。”马
晓晨告诉记者，村子东边的湟水河中立
着一块巨石，上面建有一个凉亭，传说
是鲁班修建，所以被称为鲁班亭。它被
湟水河环绕，无法攀石而上，对他来说
神秘又向往。上大学后每次离开家乡都
会经过这里，回家也会先看到它，鲁班
亭 就 寄 托 着 他 对 家 乡 、亲 人 所 有 的 思
念。

●快乐寓教
在给留守儿童教音乐的过程中，马

晓晨坦言，更多的时候自己像是一名“观
察者”，他注意着孩子们在唱歌中的一举
一动，以及孩子们在参与唱歌之后，心态
和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

马晓晨所说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孩子
们的自信上。“农村留守儿童大多都很羞
涩，他们需要舞台，所以只要有机会，我
就会让他们登台表演。”8 岁的马晓烨平
时说话声音非常小，一开始参加合唱时，
马晓晨发现了这一情况，就鼓励他大胆
说话唱歌，在合唱时可以尽情投入进去，
不用顾忌太多。随着合唱课程的深入，
马晓烨变得越来越自信，还成为他单曲
中的童声演唱者。

除了自信心，马晓晨发现孩子们变得
更加活泼，相互之间交流更多。留守儿童
小悦说：“我喜欢和晓晨哥哥一起唱歌，唱
歌可以让我每天都很快乐。”

马晓晨告诉记者，乐都区郎家村、老
鸦村、下沟村的留守儿童非常多，孩子们
特别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今后每年的
假期，他都会回家给留守儿童教唱歌，让
他们插上音乐的翅膀，飞向梦想的舞台。

90后博士生情系留守儿童

本报讯（记者 何耀军 通讯员 王运
卓）8 月 19 日，由中国医师协会主办、中
华医学会协办的首个“中国医师节”庆祝
大会暨第 11 届“中国医师奖”颁奖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医师协会
常务理事、青海省医师协会会长、青海省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吴世政教授荣
获第 11 届“中国医师奖”，是我省唯一获
奖的医师。

“中国医师奖”是国务院审批的医师
行业最高奖,已成功举办了 10届，第 11届

“中国医师奖”经过初评、终评与公示,评
选出 80 位获奖者，青海省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院长吴世政教授获殊荣。

吴世政，主任医师、博导、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中华医学会高原医学分会
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

会副会长、青海省医师协会会长。他奉献
高原医学四十余载，勤勤恳恳工作在青藏
高原医学临床和科研第一线，以仁爱之
心、精湛医术和奉献精神，积极开展高原
脑水肿、脑卒中等重大疾病救治，牧区巡
回医疗帮扶，玉树抗震救灾和青藏铁路医
疗保障等工作，守护着高原各族群众的健
康，获中国杰出神经内科医师奖。

作为我国高原神经病学学科带头人，
吴世政立足青藏高原医学国际研究前沿，
创建国际唯一的高原脑病研究治疗中心，
对高原脑血管病、高原缺氧遗传适应机
制、缺氧预处理的脑保护机制等进行创新
性系列研究，相关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
率先开展多项新技术，解决了高原医学重
大临床科学问题，创建行业标准，促进高
原医学事业发展。

青海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吴世政荣获第11届“中国医师奖”

本报讯（记者 莫青）记者从青海大学
宣传部门获悉，青海大学将迎来 60 华诞，
60年坚忍不拔一路走来，走过风，走过雨，
走过春夏与秋冬。进入新时代，站在新起
点，青海大学将踏上新征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续奋进。

60 年的奋斗与变迁，学校从一个“土
围子”发展成校园面积达 3000 余亩，建筑
面积达 65 万余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达
24 亿元，图书馆藏书达 167 万册，拥有 16
个院、26 个系 (部)和 14 个专业研究所，拥

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大学科技园，拥
有一所三级甲等附属医院，在校生由初期
的 244 人发展到现在的 27000 余人，教职
工由初期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 4600 余
人，专业由初期的 2 个发展到现在的 69
个，形成了完整的本科、研究生和继续教
育体系。

现 青海大学已 成 为 一 所 以 工 、农 、
医、管四大学科为主，其他学科协调发展
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是清华大学等五所
知名高校对口支援的国家“211 工程”重

点建设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也
是教育部和青海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
的高校，在三江源生态、高原农牧业、盐
湖化工、高原医学、藏医藏药、新能源新
材料等方面形成了独有的学科优势和办
学特色，对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科技和智力支撑。

近五年来，对青海大学来说，是内涵
发展、特色发展、转型升级的 5 年，更是
高质量发展的 5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
亲切关怀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对口支援高校的倾情帮扶下，《青
海大学“十三五”深化综合改革提升综合
实力总体方案》《青海大学人才高地建设
实施方案》相继出台实施；在人才引进和
培养方面、教育教学改革和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方面、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方面、
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青海大学在发
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书写出了新的
华章。

（青海大学 60 年建设发展纪实请见
A12-A13）

青海大学迎来60年校庆

本报讯（记者 贾雪琦）8 月 17 日，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
5 起“执行不能”的典型案例，旨在进一步
增进人民群众对执行不能的认识，正确区
分“执行难”和“执行不能”，引导理性对待
投资风险、社会风险和法律风险。

“执行不能”是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
执行，或被执行人的财产客观上无法处置，
即使法院穷尽一切手段，案件仍无法得到
执行的情况。目前，人民法院对于执行不
能案件处理方式有三种，即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终结执行程序、执行转破产（针对被
执行人是企业的）。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运用最多的方
式，终结本次执行并不意味着本案就完全
结束。“执行不能”的案件在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之后的 5年内，人民法院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定期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
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对于符合恢复执行
条件的，执行法院将依职权主动恢复执

行。如果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随时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并且不受
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

对于执行不能案件，法院会在最大程
度严格按照终本规定完善工作程序，充分
保障申请执行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杜绝将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纳入终
本程序，确保终本案件经得起检验，同时畅
通在发现财产时及时恢复执行的渠道。

另一方面，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
动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依法落实司法救助制
度，对一些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赔偿等执行
案件中确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而导致
生活极度困难的申请执行人实行司法救济。

自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以来的两
年多时间，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47789
件，标的达 600.39 亿元,执结 43095 件，执行
到位标的达 406.27亿元,终结本次执行 8865
件,终结执行程序 6100 件,司法救助困难当
事人 791件，1093.20万元。

省高院公布“执行不能”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燕卓

案例一
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西宁某贷款公

司与被执行人青海某公司、担保公司、
胡某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判决
确定青海某公司偿还西宁某贷款公司
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担保公司、胡某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定
义务，该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执行
中，法院结合案情，考虑到该案的连带
担保人系担保公司，应有担保财产可供
执行。

经查，担保公司在借款担保合同中
未提供有效的财产担保，仅签订了借款
担保合同。法院采用网络查控、传统查
控均未查到三被执行人的财产和财产
线索。在法院向申请执行人释明查找
被执行人财产及财产线索工作后，并经
申请执行人同意后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

案例二
申请执行人青海某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清算组与被执行人董某返还非正
常收入纠纷一案，判决书生效后，因董
某未履行法定义务，这家地产公司清算
组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中，人民法院向董某送达了履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相关法律文书，
通过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银
行存款、土地、房产、车辆进行查找，同时
法院执行人员对被执行人所在地的上述
财产采用传统查控，查找可供执行的财
产或财产线索。

经查，被执行人董某确无财产可供
执行，且年事已高，患有重病，长年卧床
不起，居住在其女儿家中，唯一的收入
只有 2000 元的退休金，生活困难，无劳
动能力。人民法院对该案裁定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

（本报记者 贾雪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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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执行不能”典型案例

8月16日下午，青海省人民医院举行庆祝首届中国医师节大会。庆祝大会上，青海
省人民医院表彰了为青藏高原医学作出贡献的行医三十年医师、工作三十年医务人
员、青海省“高原好医师”和“仁爱奉献医师奖”获奖者代表、临床技能竞赛中的优秀年
轻医师。据了解，去年青海省人民医院诊治149.14万名患者，让患者重新燃起生命的希
望。图为全体医师宣誓，重温《中国医师誓言》。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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