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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烏富家女 青春獻癱童
棄商賣機器騰廠房 10年收治900智障兒

香港文匯報訊　周曉麗是浙江義烏一個千萬富翁的女兒，拋開父輩賺錢的生意不

做，賣掉機器騰出廠房，創辦腦癱康復部和育智教育中心。她以慈母般的愛心把最

美的青春奉獻給腦癱、智力殘疾的兒童，讓許多患兒開口說話、重新站立。在創辦

育智學校10周年之際，這位「千萬富翁之女」被網友稱讚是真正的「白富美」。

據《都市快報》報道，10年來，周曉麗的育
智學校已累計接收900餘名智障腦癱兒

童，三分之一孩子接受免費治療。「其實沒什
麼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面
對網上如潮好評，周曉麗謙虛回應。

為弟治病認識腦科專家
1979年出生的周曉麗是位土生土長的義烏

人，父母親是當地首批富起來的商人，經營彩
印積累下巨額家產。周曉麗的人生原本應該平
靜而順利，大學畢業後跟隨父親馳騁商海，但
這一切，隨 弟弟的降生徹底被打亂了。
1996年，周曉麗的弟弟降生，父母老來得子

欣喜若狂，可喜悅並沒持續多久，弟弟出生不
久被診斷為腦癱。父親周華龍帶 兒子走遍大
江南北，花去巨額醫療費，可兒子仍是無法站
立。1999年，周曉麗通過病友，在河北石家莊
找到了腦癱兒康復專家馬飛。經過馬飛三個月
的治療，奇跡發生了，弟弟居然可以站起來
了。更讓周曉麗激動的是，在馬飛的耐心教導
下，弟弟學會了拿勺子吃飯，還學會了自己大
小便。年輕的周曉麗對馬飛充滿了崇拜，馬飛
也對細心溫柔的周曉麗產生愛意。2002年6月，
兩人喜結連理，並一同回到義烏。

獲父支持創辦康復機構
一同來到義烏的，還有馬飛一直在治療的4位

腦癱兒童。在馬飛的治療下，弟弟漸漸學會寫
字，可以熟練運用加減乘除法，甚至能上網聽
課。其他幾位腦癱兒的情況也在不斷改善。越
來越多的腦癱兒家長找到周曉麗和馬飛，看
家長渴望的眼神，他們沒有拒絕。

與此同時，彩印廠的業務蒸蒸日上，周華龍
想把女婿培養成接班人。但看到女兒、女婿心
思都撲在腦癱患兒身上，周華龍最終決定停辦
彩印廠，支持女兒、女婿辦腦癱兒康復中心。
2002年底，在義烏市殘聯和衛生局的支持下，
義烏市殘聯腦癱康復部正式成立，這是義烏市
首家民辦康復機構。期間，周曉麗還發明了
「千萬遍教學法」，教生活技能和文化知識，每
天都教上上百遍，直到孩子掌握為止。2005年7
月，「義烏育智教育中心」正式掛牌。

網民讚賞：不可能作秀十年
2002年到目前，中心已接收了900餘名腦癱智

障兒童。現在中心有30位腦癱兒，122位智障
兒。「最初中心患兒不多時，只是象徵性收一
些費用，錢不夠，都是由爸爸來補貼。」周曉
麗說。後來，義烏殘聯按照每位腦癱智障兒童
4,000元的標準予以補貼，加上收取伙食、住宿
費，勉強維持 中心的運營，中心現有三分之
一家庭困難的學生是免費接受治療。
「還好房子是父親出的，否則我一年都支撐

不下去」。周曉麗坦言，「我還有弟弟、妹妹，
父親的錢不可能全部拿來支撐，我要為他們
想，只能自己找更好的出路。」
去年下半年，周曉麗已向義烏市教育局申請

辦學公用經費，如果這筆錢能順利申請下來，
中心就可以很順利地經營下去。目前，不少網
友都高調力挺周曉麗。他們說，「什麼叫中華
民族的脊樑？這裡就有一根！」，「願多幾個像
她一樣的富二代」，「這才是真正的白富美！」
「這不是作秀，作秀不可能一作十年，沒有真正
的愛心是不可能長期做下去的。」

江蘇鹽城車禍11死19傷

「汕潮揭」同城化 增競爭力

收購價每公斤8元
山東「蒜你狠」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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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出孔雀石綠 粵桂花魚滯銷

「白富美」是近年出現的網絡語言，源自百
度李毅吧，與高富帥、矮挫丑等詞產生於同一
時期。其基本釋義：皮膚白皙、家境良好、相
貌出眾，形容比較出色的年輕女性，或特指美
貌善良的富二代。另外，白富美的說法，也與
「高富帥」成性別上的分別。

資料來源：百度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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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頭傳真

■針對每一位腦癱患兒的不同情況，生活技能和文化知

識，周曉麗每天都要教上上百遍。 網上圖片

■2002年，腦癱兒康復專家馬飛和周曉麗喜結連理。圖為

一家三口。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恆　杭州報道）5月
29日，杭州司機吳斌在當值駕車時，遭遇飛來
鐵片擊中腹部導致肝臟碎裂後，仍完成一系列
安全停車措施，拚死勇救24乘客的義舉，昨日
經媒體報道後，感動內地千萬網友。6月3日下
午，吳斌得到杭州市見義勇為基金會的表彰和
獎勵，被追授「杭州市見義勇為勇士」稱號。

公司贈家屬一套市區住房
6月3日下午，杭州市見義勇為基金會副理事

長張冠東、秘書長姜建生趕到吳斌家中，代表
杭州市見義勇為基金會，沉痛悼念不幸遇難的
吳斌，並向親屬表示慰問。張冠東宣佈，杭州
市見義勇為基金會追授吳斌「杭州市見義勇為
勇士」稱號，向其家屬頒發榮譽證書和獎金20
萬元。
同時，據新華社消息稱，浙江省交通運輸廳

黨組決定，授予吳斌同志「交通英模」榮譽稱
號，號召全省交通運輸系統幹部職工向吳斌學
習。
而吳斌生前所在的杭州長運公司，也授予吳

斌「乘客衛士、長運楷模」榮譽稱號。同時，
長運公司獎勵吳斌家屬一套市區住房、現金30
萬元。如本人願意，杭州長運將破格錄用吳斌
妻子為正式員工。吳斌女兒學業完成後，如本
人願意，長運將無條件錄用。

鐵片或是別車剎車鼓碎片
圍繞那塊鐵片的來源仍在調查中。據當地媒

體報道，杭州長運集團技術人員分析，碎片應
該是從對向車輛上破裂的剎車鼓裡飛出來的。
剎車鼓一般安裝在車輛後輪，與輪胎同速轉
動。剎車鼓內裝有剎車片，靠接觸產生的摩擦
力，抑制輪胎轉動。近年來，高速上異物釀成
交通事故的事件時有發生，圍繞高速公路經營
者是否該承擔責任，成了目前網友熱議的焦
點。

據《南方農村報》2日報道 5月中旬，廣
州黃沙水產市場已經大面積停售桂花魚，原
因在於，市場方面接到上級通知，桂花魚如
在黃沙市場上架，必須提供由工商局認可的
產地證明和有資質的檢驗報告。
今年4月，湖南長沙市食安辦公佈了食品

安全檢驗檢測情況，來自該市馬王堆海鮮市
場的9個批次的桂花魚樣本均檢出致癌孔雀
石綠，生產地均為廣州、佛山和清遠。受該
消息影響，廣東省桂花魚一度滯銷。現在時
間已過半月有餘，桂花魚逐漸擺脫孔雀石綠

陰影，塘頭收購價格已高於事發前。

部分養殖戶受影響
「滯銷的時間大概也就10天左右，現在桂

花魚又開始賣了。」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顯恆
水產農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陸錦宜說，桂花魚
檢出孔雀石綠的事情在養桂花魚的圈子裡幾
乎人盡皆知。收魚的商販有了心理陰影，曾
經一度談「綠」色變，拒收養殖戶塘中的桂
花魚。
實際上，目前桂花魚存塘量不足一成，均

為去年4、5月份放苗，存留至今的均是大規
格魚。因此，孔雀石綠超標引起的桂花魚滯
銷並未對養殖戶的經濟效益產生實質影響。
然而，「桂花魚不讓賣」的傳聞迅速在坊間
傳開，讓手中仍有餘貨的養殖戶感到揪心。
廣東何氏水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何香先介

紹，目前何氏水產在廣東地區每天桂花魚發
貨量為7-8萬噸，估計每天廣東省桂花魚的
出貨量在15萬噸左右，節假日期間可能會接
近20萬噸。這個數字儘管在頭段時間受孔雀
石綠超標事件有所影響，但很快恢復正常。

致癌物或源於餌料魚
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頻發，孔雀石綠也被

媒體頻繁曝光，稱之為「蘇丹紅第二」，已
被廣大消費者熟知。鑒於孔雀石綠的危害
性，農業部於2002年5月將孔雀石綠列入
《食品動物禁用的獸藥及其化合物清單》，禁
止用於所有食品動物。根據相關規定，水產
品中孔雀石綠的殘留量標準為不得檢出。作
為涉綠水產品的生產者，每次針對孔雀石綠
的整治活動，養殖戶都被推到風口浪尖。儘
管不排除極個別養殖戶使用孔雀石綠，但目
前桂花魚養殖過程中基本不會使用孔雀石
綠，並非外界傳言得那麼瘋狂。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桂花魚的孔雀石綠最

有可能來源就是餌料魚，桂花魚攝食這些受
污染的餌料魚，出現微量的孔雀石綠殘留，
卻給養殖戶帶來了麻煩。

據中新網2日電 眼下正是大蒜大量上市的季節，在中國大蒜主

產區山東金鄉，這裡的大蒜價格在經歷了2010年的「蒜你狠」和

2011年大蒜價格大幅「跳水」之後，目前此間大蒜又有「捲土重來」

之勢。在短短20天時間內，大蒜的收購價格已達到每公斤8元之

多，且蒜農蒜商均出現觀望惜售的局面。

針對目前蒜價上漲的態勢，業內人士表示了擔憂，他們認為，在

減產成必然情況下，農民惜售，游資必然進入市場囤貨，造成大蒜

市場進一步供需不平衡，可能會推動價格進一步上漲。然而，也有

經銷商對此持反對觀點，他們認為，今年雖然大蒜產量出現了下

降，但經歷了「蒜你狠」洗禮的市場，已經有了應對漲價的能力。

山東省農科院研究員、農業專家王洪久認為，當前的農產品流通

是大範圍、長鏈條的流通，其信息的披露尤其重要，各級部門各行

業應及時統計相關信息，並通過權威渠道發佈，政府部門要合理引

導農戶安排種植結構，保持種植面積的相對穩定。

金鄉縣大蒜種植面積常年保持在60萬畝左右，年產大蒜約80萬

噸，大蒜及大蒜製品出口佔全國同類產品出口總量的70%以上，有

「世界大蒜看中國，中國大蒜看金鄉」美譽。

市民嘆「一天一個價」
豫津雞蛋10天貴兩成
據新華網3日報道 近日，全國不少地區的雞蛋價格開始出現

快速上漲，有的地方雞蛋批發價10天漲了1元多，讓許多市民都
感到「不可思議」，甚至有網友戲稱其為「火箭蛋」。專家認為，
受前期蛋雞養殖虧損、天氣轉熱等因素影響，短期供應不足是導
致價格上漲的直接原因，預計後期上漲動力有限。
雞蛋價格的快速上漲，已在多個省市表現明顯。在山東濟南高

新區外的一家超市，一名市民說，10天前，還是6.8元/公斤，現
在要8.8元/公斤，這幾天雞蛋價格「一天一個價」。超市東主
說，下次去批發雞蛋，價格肯定還會更高。

蛋雞存欄數量減少
新華社全國農副產品和農資價格行情系統的監測也顯示，5月

下旬以來，全國雞蛋價格出現較為明顯的漲勢。截至5月31日，
雞蛋全國日均價連續10天上漲，累計漲幅為7%。其中，河南、
天津漲幅居前，漲幅分別為20.5%、19.2%。
業內人士認為，蛋雞存欄數量減少、夏季高溫來臨，蛋雞產蛋

能力下降、端午節來臨需求集中釋放、養殖戶惜售等都成為近期
蛋價飛漲的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戰宏　汕頭報道）

上層態度，決定中層行動，中層行動，決
定百姓幸福指數。「汕潮揭」同城化首次
聯席會議日前在汕頭市閉幕，汕頭市委書
記李鋒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將
盡自己全力推進同城化，造福粵東百姓。

將啟動便民惠民項目
日前，「汕潮揭」三市同城化首次聯席

會議在汕頭召開。三市簽署《推進「 汕
潮揭」同城化會議備忘錄》，一批便民惠
民合作項目將於近期正式啟動。
同城化是三市發展所需、責任所在、利

益所繫，同城化發展已具備天時、地
利、人和，三市應因勢而為，因應群眾的
幸福追求，齊心協力加快推進同城化進
程，提升粵東地區的綜合競爭力。這是聯
席會議上，各界人士達成的一致共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汪洋在
省第十一次黨代會所作的報告中明確提
出，支持粵東西北地級市城區擴容提質、
聚集發展、率先崛起，促進「汕潮揭 」
同城化，為粵東地區加快發展進一步指明
了方向。
汕頭市委書記李鋒說，汕頭、潮州、揭

陽三市不論在地理上、人緣上，還是在產
業上、文化上都有 無法分割的聯繫，彼
此之間的政府往來、民間交往、經濟社會
合作十分密切。推進「汕潮揭」同城化是
三市的發展所需、責任所在、利益所繫。
當前 ，三市的同城化是天時、地利、人
和都已經具備。從天時上講，面臨 一系
列區域合作的政策「利好」；從地利上
講，同城化已經有一些很好的基礎；從人
和上講，「汕潮揭」同城化更是三市黨政
和人民群眾的多年期盼。

據中新社3日電 6月3日晨5時30分許，
位於江蘇鹽城的瀋海高速鹽城段K1013至
1017區間，因突發團霧，雙向相繼發生7
起19輛機動車追尾事故，共造成11人死
亡，19人受傷，其中5人重傷。
目前事故處理基本結束，道路恢復通

行。經查，19輛機動車受損，其中一輛運

輸苯酚車輛發生微量泄漏，現已處置完
畢，經現場檢測未造成環境污染。
事故發生後，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省

長李學勇分別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搶
救傷者。副省長史和平指導救援工作，鹽
城市委書記趙鵬、市長魏國強及時趕赴現
場處置。

滬餐館械鬥槍響6人傷
據新華網3日報道 2日晚9時20分許，

上海浦東高橋鎮西街一菜館發生持械鬥毆
事件，當時一群人來到菜館吃夜宵，後有
3人持械前來尋仇，打鬥中有槍聲傳出，6
人不同程度受傷，其中2人傷勢較重。目
前，部分鬥毆人員已被警方控制。
事發的長興菜館位於上海浦東高橋鎮西

街101號。高橋鎮西街是一條老街，古色
古香的菜館裝修開業不久。
事發後，聽聞槍聲的當地居民紛紛出門

查看，警方接報後第一時間到場，並控制
了在場的幾名鬥毆者，傷者則被送往附近
醫院。目前，警方正對此事展開進一步調
查。

■早前一批廣東桂花魚樣本在湖南被驗出含致癌孔雀石綠，受該消息影響，廣東省桂花魚

一度滯銷。圖為一名漁農展示一條桂花魚。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