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歲的董偉，身高1.83
米，儀表堂堂，穿 正版
LV襯衫，巴寶莉褲子，斜
挎愛馬仕包⋯⋯就是這樣
一個資格的「高帥富」，

卻因為接連遭遇婚姻、事業的
失敗而流落成都街頭。沒錢
用，又餓慌了，於是他兩次在
成都科華北路搶劫超市和麵包
店。
4月20日清晨，一名男子走

進成都科華北路一家超市。男
子全身名牌，衣物加起來價值
數萬，一副「高帥富」的派
頭。據超市監控錄像顯示，
「高帥富」在超市逛了兩圈，

拿了一盒糖走到收銀台，站在
一旁不停擦汗。10多分鐘後，
他從挎包裡掏出一把30厘米長
的扳手，猛砸兩下男收銀員的
頭，要求對方打開錢櫃，他拿
光了裡面的錢。隨後，他又從
櫃 上拿了3條比較貴的煙，
快步離開。
5月5日，「高帥富」又出現

在科華北路一家麵包店門口，
他仍然穿 那一身名牌。麵包
店女店員回憶，當時她正在開
店門，「高帥富」一把奪過她
的包。事發後，董偉告訴民
警，他非常後悔。

■四川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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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帥富」敗光家產穿名牌搶超市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

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北京正式簽訂。

《協議》的主要內容是：西藏民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

久歷史的民族之一，是祖國大家庭的一個組成部

分；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受到保障；驅除帝國主義

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

家庭中來；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

西藏，鞏固國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

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實現西藏民族內部的團

結，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

牧工商業和文化教育事業，改善人民生活；

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

府統一處理；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事委員會

和軍區司令部。

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全國除西藏和台

灣外，都獲得了解放。為了使西藏人民獲得解放，

回到祖國大家庭中來，共同發展政治、經濟、文化

教育等事業，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軍進

軍西藏之際，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全權代表來北

京舉行談判，訂立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西藏的和平解放，促進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

結，使西藏人民從此走上了團結、進步、發展的光

明大道。西藏的和平解放，在西藏民族歷史上和中

國民族關係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西藏和平解放

22日，安徽合肥市蜀山

區十里廟小學培智班的孩

子們在老師的帶領下，開

心地做 室外遊戲。這些

孩子平均年齡十歲左右，

智商皆在60以下，只能基

本的生活自理。據悉，從

2011年秋季起，合肥市要

求各縣區開設培智班，把

轄區內智商相對低下的孩

子集中起來進行教學。

中新社

5月19日，身 軍裝、胸前掛滿榮譽勳章的
毛澤東主席生前警衛—李丙需，頂 烈日端
坐在鄭州市街頭，簽名贈紅書，憶述主席生
前生活工作中的感人事，宣講愛國主義。
贈書 設在花園路農業路交叉口西南角人

行道旁，一桌一凳，本不顯眼，但身 軍裝
佩戴勳章、精神矍鑠的老人，和桌子上「毛
主席衛士李丙需簽名售字贈書」的牌子，讓
這方寸之地散發吸引力，不少行人駐足觀
看，有的拿到贈書後還要求合影留念。
「我很崇拜毛主席，想通過他生前警衛的

講述，進一步了解偉人事跡。」46歲市政工
人陳小軍專注地翻看 紅書，頭也不肯多
抬。
見到市民踴躍翻閱書籍、了解歷史，李丙

需老人非常激動，他告訴記者，自己1955年
生於河南汝州，1973年進入中央警衛局工
作，曾擔任毛澤東主席警衛3年。

一件衣服67個補丁
「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老人家穿的衣

裳補丁摞補丁，其中，一件衣服67個補丁，
還有一件衣服59個補丁，他老人家艱苦奮鬥
的精神讓我特別感動。並且，他老人家爭分
奪秒學習、工作的精神，也讓我印象深刻。
當年，主席經常熬夜學習、批閱文件，我在
哨位上常常見到他住室的燈光徹夜不滅。尤
其是，他老人家在病重和病危的時候，還不
停地工作、學習，比如說輸液昏迷過去了，
醒來的時候，讓醫務人員手托 書本和文
件，他堅持批閱、學習。直到生命終結，他
才停下來，這些事讓我永生難忘。」
李丙需說，給毛主席當警衛雖然只有短短3

年，但他從中受到的教育和啟發影響了他以
後的人生軌跡。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他
都捐款捐物。他甚至還省吃儉用，常年義務
辦展覽，用圖片實物等，他千方百計搜集到
的珍貴歷史資料，再現紅軍長征、八路軍抗

戰情景及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印證日軍在
中華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等。2000年，他開始出書，用
50萬字記錄那段珍貴的革命歲月，並到十幾個省市簽名贈
紅書，宣傳愛國主義教育。

勿忘江山來之不易
除了贈書，李丙需還用一台便攜式DVD播放革命題材宣

傳片，他說，做這些就是為了「讓老同志回顧歷史，讓年
輕人了解那段歷史，不要忘記過去悲難的歷史，不要忘記
日軍在中國犯下的罪行，不要忘記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
給我們打下的江山來之不易，我們應該珍惜它，努力工
作，為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
李丙需說，自己在街上簽名贈書，大部分市民表示理解

支持，但也有少數人認為作秀，甚至冷嘲熱
諷，除了時間精力和金錢的投入，還需要
強大的精神支撐。他爽朗地說：「做這
項工作，我心裡有一種激情，有一股精
神，就是毛主席那些精神在激勵 我，

我要這樣堅持下去，走完我的人生。」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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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丙需（左一）雙手將書法作品和書籍遞給市民。

網上圖片

簡陋的教室，破舊的桌椅，趴在桌
上熟睡的孩子，構成了河南嵩縣飯坡
鄉趙莊村艾力希望小學學前班孩子的
午睡畫面。兩歲半的張仕豪是班裡最
小的孩子，教師「劉花花」將他放在

長凳子上睡覺。板凳太硬，10分鐘後他哭
鬧起來，怕影響其他孩子休息，「劉花花」
抱 他坐在教室的講台，看 其他孩子趴
在桌上午休。
「中午這些不回家的孩子，因為沒有床

鋪睡覺，只好趴在桌子上睡一會兒。我擔
心他們失去平衡摔傷，就在講台上看護
，困了，就趴在桌上瞇幾分鐘。」「劉花

花」說。該所希望小學設置有學前班到四
年級的課程，其中學前班的孩子有28名。
因地處山區，有的孩子離家較遠，午餐午
睡只能在學校進行。這成了孩子們和「劉
花花」最難熬的時間段。
組圖被網友石子強傳到網上後，迅速引

爆網絡，孩子們「奢侈的午睡」讓網友直
呼「太苦太心酸」。對此，嵩縣教育局及時
回應稱，20日，縣教育局、鄉中心校和鄉
村有關領導到學校現場辦公，組織鄉村立
即購買床板、桌椅等設施，一周內解決學
生午休問題。

■《東方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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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

台灣新竹市一名30歲、體重100多公斤的女
子，因不明原因從住處四樓陽台跳樓自殺，結
果摔落在一樓頂的鐵皮屋。
消防人員據報後火速趕抵，但救難人員攀爬

上鐵皮屋時也當場傻眼，因為跳樓女子體重
超過100公斤，即使4名猛男也不一定搬得動，而

且也擔心鐵皮屋無法承受重量而倒下。消防人員
最後以吊籃和吊車的機械手臂，以吊掛方式才將
這名女子吊到地面，再由6名消防隊員將這名女子
送醫。
經過醫師檢查，這名女子只受到些微的擦傷和瘀

傷，其餘完全沒有大礙，倒是一樓的鐵皮屋則是凹

了一大塊。而這名女子在
醫院也不斷的喃喃自語，
據鄰居指出，這名女子有
精神病史，至於確實跳樓的
原因，則是由消防局調查當中。
■中國新聞網　

200斤女子跳樓獲救 累煞救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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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姑娘麗美的婆婆，苦於家裡條件不好，為了
充臉面，給兒媳婦送上了一副假首飾，家電也是從
二手市場淘來，翻新過的。這下，媳婦臉上掛不住
了。沒錢，不要緊，她氣的是婆婆和丈夫根本沒把
自己當一家人。好好的一樁婚姻，黃了。

麗美是家中獨女，父母都是教師，家境不錯。未婚夫
曉彬家在農村，父母都是農民，還有弟妹，日子過得緊
巴。為了兒子不被人看不起，曉彬媽拍了胸脯，「新房
家電我來買，我還要送一套首飾給兒媳婦。」
曉彬媽東拼西湊，也就準備了一萬多。可

在寧波，一萬多元買不了多少東西。她
想了好幾天，想出了個「好主意」。家
電可以買二手翻新的。首飾，那些
仿的也亮晶晶的，看上去跟真的
一樣。曉彬媽興衝衝地買了翻新
的冰箱、電視以及空調拉到了新
房，又買了一套假的藍寶石套
裝，鄭重地遞給了麗美。
麗美的父母特地來看親家送

的家電和首飾。這仔細一看，
居然是假首飾和翻新家電！
麗美一家立馬停下婚禮的籌
備。兩家人僵持不下，鬧上
了法庭。在法官的幾次調解
之下，曉彬的母親仍然不肯
低頭，麗美的父母也不願
妥協，兩個年輕人從此分
道揚鑣。 ■《錢江晚報》

假首飾當聘禮
丈母娘退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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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簡陋校園 教師抱學生午睡

■本報1951年5月30日報道版面

■涉案嫌疑人。網上圖片

■代課老師抱 學前班兩歲半的張仕豪。 網上圖片

■學前班的孩子趴在

桌上午休。網上圖片

從小學開始，他求學的腳步就再也沒有停止過，現在他
是北京理工大學的一名在讀博士生。「你想讓別人尊

重你，你得給別人尊重你的理由。」這是張大奎的話。

不會站不會走 雙臂架竹竿上練
張大奎的父親張守元回憶，大奎

剛出生時體質就不好，5個月大時
發現病徵，不到兩歲時，大奎被北京

市兒童醫院確診為核黃疸後遺症。通俗來
講，這就是人們說的腦
癱。「醫生說只能通過
自己鍛煉，使身體機能
部分恢復。」然而就
是這樣一個孩子，從
小學、初中、高中、
大專、本科、碩士一
直讀到了博士。
記者聯繫上在北京的

張大奎時，他剛下課。
張大奎說，他小時候只會在

地上爬行，根本不會自己站立。「從我記事起，父母就在
兩棵大樹中間綁上竹竿，讓我雙臂架在上面練習腿力。」
張大奎說，幾年後，竹竿換成了繩子，他的腿也在大強度
的練習下變得有力了。
張守元還找了一個小推車，把底部拆掉，讓大奎雙腳

地，胳膊架在上面，推他往前走。「他基本上一個月要磨
爛兩雙鞋。」張守元說，這種鍛煉基本沒停過。在這種情
況下，張大奎9歲學會了拄拐，18歲上高中時，學會了騎三
輪車。
1996年，考慮到孩子的身體條件，張守元提前做了規

劃，他拿出一萬多元，給大奎買了一台電腦。而在當時，
「萬元戶」還是很多人奮鬥的目標。張守元的付出惹來了議
論。有人說這是瞎折騰，腦癱兒咋培養都不會成氣候。
但是，張守元堅持下來了，大奎也堅持下來了。「如果

沒有持之以恆的精神，他就廢了。」張守元說。在張守元
看來，他的堅持沒有白費。

老師：對我影響最深的學生
北京理工大學的高波，是大奎的學術英語專業寫作老

師，「他是我從教以來對我影響最深的學生，認識他是我

生命中的寶貴財富。」
她曾給班裡學生佈置作業，讓大學選出英語課上印象最

深的同學，三分之二的學生選擇了張大奎。
2012年元旦，高波在博客中寫了篇文章：《寫給我的No.1

學生：Mr.張大奎》，文章裡她摘抄了這些評價：在我眼
裡，他就是我的戰友，因為我們一樣在不停和自己戰鬥！
大奎說，這些評價是他收到的最特別的新年禮物。「每

個人都有自己感覺舒服的常態，可能在你們看來我走路別
彆扭扭、戰戰兢兢的樣子，但在我已經是很舒服、很正常
的事情了，所以我只是做了我想，並且我可以做的事情。」

鋼鐵之路 持之以
自幼腦癱，不會站不會

走，他把雙臂架在竹竿上

練，一個月磨爛兩雙鞋。9歲

學會拄拐，18歲學會騎三輪

車，小學、中學、大專⋯⋯

他一路讀到了博士。

■《河南商報》

腦癱兒 大博士

■提起大奎，父母覺得十分驕傲。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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