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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吃油炸物 男孩長「少女胸」
17歲男孩從小「癡愛」油

炸食品，至青春期發育，一
側乳房竟如同少女乳房，另
側乳腺增生，只得穿寬大衣
服「遮羞」。因錯過最佳藥物
治療期，醫生準備為男孩實
施乳房切除整形手術。

17歲的潘陽（化名）今年
讀高二。

一年前，他右側乳房開始
微微隆起，父母以為他正處
於發育期，沒在意。半年
後，潘陽右乳時而脹痛，他
對鏡子觀察，發現左右乳房
明顯不對稱。隨後，他的右
側乳房「猛長」，發育得如同

少女一般。小陽羞於見人，
整天穿 寬鬆衣服「遮羞」。
家長這才慌了神，帶他到醫
院檢查。

21日，武漢普愛醫院外科
主任王建祥發現，小陽體內
雌激素過高，診斷為乳腺增
生。

原來，小陽從小就愛吃油
炸食物、洋快餐，這正是雌
激素分泌異常的原因。

小陽已錯過最佳藥物治療
時期，醫生考慮為其切除乳
房，再做整形，恢復男性乳
房。

■現在網

這輛已經開了五年的平治S350，車內卻整

潔得如同新車一樣，甚至連座位套也沒有。

36歲的車主王永解釋道：「每個搭順風車的

乘客，喜好都不一樣，什麼都不裝飾，更

好。」這個家住北京的湖南

企業主在過去的13年裡，用

自己的私家車免費捎帶了近

萬名陌生的乘客。

1 998年，湖南邵陽人王永在北京買了自家的第一輛
私家車。從那時起，他就養成了上班經過公交車

站或者高速公路路口時，在路邊找「乘客」的習慣。
他的招呼語是：「有順路的嗎？我能捎你一段路，不
用錢。」

「人與人之間應更多溫情」
13年來，在他的乘客中，有在暴雨中被濺了一身污

水的老太太；有失意想回老家的「北漂」
女孩；有四處求職的大學生；有受了重傷
攔不到車的母子；甚至有兩位乘客在他車
上相識，後來結為夫妻。雖然有欣然上車
的，但更多的人是半信半疑，甚至還有人
罵他：「什麼玩意兒？」儘管如此，他還
是堅持了下來。

「我始終相信，無論什麼職業，什麼階
層，每個人的心裡都埋藏 善的種子。」

王永感慨道，「在大城市裡漂泊，原本就很孤單，人
與人之間，更應該多一些溫情和信任。」

感動持刀小伙子
王永說，自己開了10多年順風車，只碰到過一次危

險。一天夜裡，他搭載了一個小伙子。一路上，王永
和這個年輕人聊天，講自己在北京創業的艱難，和開
免費順風車的想法。這個小伙子突然問他：「你就不

怕碰見壞人嗎？」王永笑道：「不怕，要是真遇上
了，我就再也不開順風車了。」

小伙子聽了沒再說話，下車時，他突然說了一句，
「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以後要當心。」王永一扭頭，
看見小伙子腰間別 一把一尺多長的刀。

建議設立順風車制度
2010年年底，這個被媒體稱為「順風車王」的企業

主開始投入更多的精力，來推廣順風車的規範化、制
度化：「我一個人，就算捎了10萬人，也不如把順風
車理念推廣了更有意義。」有一次在路上，邊上那輛
車子的車主突然搖下窗子喊他：「王永！我原來搭過
你車，現在我有車了，也開始捎別人啦！」

從2008年開始，王永在每年的兩會上都會提交關於順
風車的提案。他建議，政府應當建立可行的免費順風
車制度，允許民間組織參與，最好在政策裡規定，私
家車滿員時，可免收或少收高速費。 ■《中國青年報》

開平治

22日，湖北武漢鬧市區的
一條馬路由於一對夫婦口
角，妻子躺到了在馬路中央
而擁堵近2小時。

目擊者馮先生指，當天中
午12時左右，兩女一男吵吵
鬧鬧地來到了建設大道雙墩
路口，不久，一婦女躺在了
市車管所附近的馬路當中。
來往的車流路過不得不放慢
車速，排 隊小心翼翼地從
婦女身邊經過，不一會，路
口處就被堵了個水洩不通。
馮先生說：「那女的一直在
地上躺了足足有2小時，交警

多次勸說也無濟於事，這路
也堵了有2小時！」

丈夫張先生稱，其妻患有
精神病，前一天他準備將其
送回漢川老家的精神病院治
療。然而，妻子羅女士卻指

丈夫身邊的女子稱：「他
有了新歡，想將我趕走！」
為了使這件家務事不影響交
通，交警接連3次出警來調解
此事，並連續向120求助，張
先生均拒絕將妻子送往武漢
市精神病醫院，執意要將其
送回漢川老家治療。

■《武漢晚報》

■ 2月22日晚，全國
校花大賽總決賽在北
京閃亮上演，來自全
國院校的16位校花
齊聚舞台。圖為冠亞
季 軍 校 花 — 甄 迪

（中）、龔綺（左）、
李懿涵。 中新社

夫妻當街吵架 堵塞交通2小時

■巾幗不讓鬚眉，王崢認為女機長在工作中有不可比擬的
優勢。 網上圖片

12年來，每月堅持無償獻血。22日，武漢
「獻血牛人」李夢濤在京獲「全國無償獻血金
獎」。這是他第三次獲此殊榮。

35歲的李夢濤是湖北孝感人，在漢口青年
路經營一家汽配公司。1999年，他的母親因
病嚴重失血，輸血1,600毫升才脫離危險。出
於對愛心的回報，他開始每月堅持無償獻
血，被稱為「獻血牛人」。除了堅持獻血，李
夢濤更是無償獻血的「宣傳員」。每逢周末和

其他節假日，他和幾十位志願者到街頭獻血
屋、流動獻血車，分發無償獻血資料。當有
人問及獻血是否安全、獻血是否影響健康
時，李夢濤很自然地彎起手臂說：「看看
我，你就知道了。」

衛生部、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和總後勤部昨
日在京召開全國無償獻血表彰大會，「全國
無償獻血金獎」是對自願無償獻血達40次以
上者的表彰。 ■《長江日報》

12年月月獻血「牛人」三獲金獎

香港文匯報訊 因迷上賭博難以自拔，曾經
被鄰里欣羨的泉州百萬富翁劉某不但淪為沿
街叫賣口香糖的小販，還因為銀行卡透支18
萬餘元而面臨牢獄之災。

已近花甲之年的劉某，從30多年前開始承
攬建築項目，此後在泉州洛江置下700多平方
米店面與5層樓住宅。店面每年還能收上幾萬
元的租金。但約4年前，劉某迷上賭博，包養
情人，花錢如流水，欠下許多債務。劉某讓
家裡人幫他還錢時口口聲聲說要改正錯誤，

但一旦債務還清後，他就舊病復發，妻子和3
個兒子不願再理會他。

從2008年2月起，劉某先後在多家銀行辦了
8張信用卡，用信用卡透支，本息累計達18萬
餘元。

面對銀行催討，他先是關掉手機，後換掉
手機卡，乾脆不回家。最後劉某跑到了萬安
街道杏宅社區，被當地一個老闆僱用，做起
了走街串巷、叫賣口香糖的小販。泉州警方
經過布控，在杏宅社區將劉某抓獲。

福建百萬富翁嗜賭 淪街頭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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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女機長稀缺，但她們照樣巾幗不讓
鬚眉。王崢認為，與男性相比，女機長也
有其不可比擬的優勢，「機艙裡有成百上
千個開關按鈕，容不得一丁點馬虎，女性
細緻，不容易出差錯，女性敏感，我對飛
機飛行狀態細微的變化都能感受得到，女
性耐力比男性好，飛行並不像大家想像得
那麼有趣、浪漫，其實很枯燥，很乏味，
女性在這方面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靜
得下心。」所以，女機長一旦克服了性別
帶來的局限性，往往要飛得更加出色。

「有時飛機平穩地落地以後，旅客下飛機
時會由衷地跟乘務長說『機長今天飛得真
棒』。然而，他們卻不知道坐在前面的是
一個女機長。每到這時，我心裡非常欣
慰。」

母親手術沒回家
每年的節假日，當人們與家人團聚時，

飛行員卻都工作在第一線。多年訓練出來
的職業素養造就了他們的嚴謹作風。他們
關閉手機後就屏蔽了與地面有關的所有喜
怒哀樂，他們要全神貫注高空作業。一旦
飛機落地，他們內心卻常湧起無可名狀的
歉疚感，「有一段時間，我連 三周都顧
不上回家，正好趕上我媽媽做手術，可能
是母女連心吧，我給家裡打電話，已經感
覺到有點不對勁，但他們卻說都挺好的。
當我結束飛行回家趕上的卻是我媽媽化療
的第一天。我非常愧疚，在他們需要我的
時候，作為他們唯一的女兒，我卻不能守
護在他們身邊。」儘管父母很希望女兒能
多陪陪他們，能一起過節，但他們說得更
多的一句話就是「你放心去飛，有什麼事
咱們回來再說。」所以，王崢說，他們家
裡的節假日是完全跟她的職業聯繫在一起
的，她什麼時候回家，就什麼時候過節。

逢年過節也要飛
王崢第一年飛行，除夕就是在成都過的，「飛行結束

後，全組人在一起吃頓飯慶祝一下，如果航班很晚的話，
大家也沒興致和精力再慶祝，而且第二天還要保證飛行的
好狀態，就只能洗洗睡了。我們常常安慰自己，大家休息
的時候，我們在工作，但我們卻恰巧錯過了高峰時期的擁
堵，我們休息的時候，能夠享受到人不那麼多的便利。」

不飛的時候，王崢更願意跟父母在一起。她說父母年紀
大了，多跟他們說說貼心的話，讓他們能夠覺得很溫暖。
業餘時間，她除了陪父母，就是盡量給自己一點空間，跟
朋友們聚聚會，做做運動或者出去旅行，讓自己緊繃的神
經最大程度放鬆和調節，然後帶 一個好的狀態再次起
飛。（二之二，完）

■摘自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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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的平治讓無數人搭了順風車，他表示：「人與人之間，
更應該多一些溫情和信任。」 網上圖片

■湖南邵陽人王永希望推廣
順風車理念，讓更多人感受
到溫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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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日前宣布其全資附屬公
司—東亞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推出
新一系列的人民幣儲蓄保險計劃—

「智尊寶」人民幣保險計劃（2011–
I）。客戶投保該計劃，除可盡享人民
幣升值潛力外，還可獲取高於較早
前推出的兩個同系列計劃的每年保
證回報。

「智尊寶」人民幣保險計劃（2011
–I）的特點包括：保單期滿時每年
保證回報達2%、3年特短保費繳付期
及6年人壽保障，而保障額更可達已
繳付保費總額的105%。計劃投保手
續簡易，若受保人每年繳付的保費
不多於人民幣400萬元，更毋須健康
檢查。

東亞人壽執行董事尹志德表示：
「隨 人民幣業務的限制於2010年7月
進一步放寬，客戶對人民幣產品和
服務—包括人民幣的保險產品需求
激增。是次推出新一系列的『智尊
寶』人民幣保險計劃（2011–I），為
投保客戶提供高達2%的每年保證回
報，以及105%的人壽保障額，是市
場上同類產品中最具競爭力的保險
計劃之一。而客戶除可獲得人壽保
障外，更同時盡享理財優勢。」

該計劃的保單貨幣為人民幣，而
保費可以以人民幣及/或港幣繳付，
每年繳付的保費金額更低至人民幣
35,000元。若保單權益人在非自願情
況下失業，還可延遲繳交到期保費
長達365日。凡65歲或以下的人士均
可投保該計劃。「智尊寶」人民幣
保險計劃（2011–I）的投保申請日
期由即日起至2011年3月19日。

與精神病康復者迎新歲

紙鶴有祝福及祈願的意思，新創建集團上市掛牌八周年紀念的慶祝
儀式亦以此為主題。集團執行董事曾蔭培、林煒瀚、張展翔及杜

家駒共同把紙鶴掛在精心設計的祝福樹上，除了祝願集團業務茁壯成
長、蒸蒸日上外，亦寓意為一眾精神病康復者及集團員工送上祝福。

新創建集團執行董事兼「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曾蔭培致辭時表
示，雖然集團去年出售了部分附屬公司令員工總人數減少，但集團堅持
一如以往舉辦「創建社區關懷日」，希望總辦事處和成員公司的同事齊
心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回應社會需要。

為舍友送上祝福
集團上下員工在活動前利用循環物資親手摺製逾2,000隻紙鶴，為中

心舍友送上祝福之餘，亦可裝飾院舍。此外，集團亦贈送逾600件暖衣
予中心舍友及與舍友共同製作紙鶴、十字繡、曲奇及種植盆栽，共度一
個溫暖窩心的上午。歡樂之餘，集團亦不忘保護環境，為是次活動購買
碳排放額作出抵銷，以達致「碳中和」的目標。

新創建集團已連續第六年舉辦「創建社區關懷日」，每年以別具意義
的社會服務取代酒會，慶祝集團掛牌上市周年紀念，期望把關愛帶給社
會的弱勢社群，體現企業社會責任。

作為香港人民幣業務清算行，
中銀香港日前宣佈推出人民幣回
購服務（RMB Repo Facilities），
該服務將由清算行透過債券工具
中央結算系統（CMU）提供予
參加行，協助參加行加強在人民
幣結算系統（RTGS）的日間流
動資金管理。

中銀香港相信，人民幣回購服
務將有助提高香港人民幣市場的
流動性，讓人民幣清算業務得以
迅速高效地進行，為將來推出新
的人民幣產品和服務提供基本條
件，並且為香港人民幣業務的長
遠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中銀香港自2003年12月24日獲
人民銀行委任為香港人民幣業務
的清算行以來，配合人民幣業務
的不斷擴大和發展，為參加行提
供高效完善的清算服務，一直運
作暢順。中銀香港作為香港一家
實力雄厚、信譽良好的上市商業
銀行，具有多年經營人民幣業務
的豐富經驗、長期承擔香港和內
地之間現鈔解運的工作、代理香
港和內地的資金清算服務、擁有
先進的跨境資金清算系統和後備
應變能力、內地聯繫廣泛、香港
分行網絡龐大、熟悉兩地的金融
管理政策和法例等，為該行擔任
人民幣清算行和提供優質的人民
幣服務建立了良好的基礎和獨特
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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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為慶祝上市掛牌八周年

紀念，特意把2011年2

月12日訂為「創建社區

關懷日2011」。適逢農曆

新春，集團總辦事處及

七間成員公司逾130名管

理層及員工，到訪明愛

賽馬會荔景社會服務中

心，為一眾精神病康復

者送上暖衣及親手摺製

的紙鶴，共慶新年。

■新創建集團執行董事與集團
逾130名員工，共同參與「創
建社區關懷日2011」，慶祝集
團上市掛牌八周年，及為明愛
賽馬會荔景社會服務中心的精
神病康復者送上祝福。

■集團義工與舍友共同製作紙
鶴掛飾，為中心添姿彩。

新創建舉辦「創建社區關懷日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