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為兒子的坦克玩
具壞掉，要老爸買新
的，沒想到老爸竟然

給他親手造了一個山寨
「坦克」，既能開動還能
打炮。前天，四川綿竹市
某處菜地，一位身穿迷彩

服的男子為自造的「坦
克」試車，「坦克」成功
在菜地裡跑了幾圈，還
「砰」的一聲開了炮。31
歲的簡林曾在海軍服役。
他介紹，「坦克」的身軀
用的是鋼板，鐵輪是從收

割機上取下，再
裝上小卡車的柴
油發動機和自己
改裝的變速箱。
兒子喜出望外，
每天在「坦克」
上 爬 上 爬 下 。

■《成都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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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妻堅守講台 夫校外擺攤支持

位於秦嶺大山裡的陝西省寧陝縣，有座只有一個老
師和13名學生的「猴子坪小學」。58歲的老師黃同
謙，從事教師職業39年。隨着秦嶺大山裡越來越多的
年輕人外出打工，他教的學生也越來越少。黃同謙
說，「我喜歡這份工作，喜歡我的學生。」 中新網

父造坦克送仔父造坦克送仔 菜田菜田「「開炮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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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妻子身患
癌症堅守講台，小
販丈夫默默支持校

外擺攤——這不是電影劇本，
而是湘潭大學副教授李時華和
丈夫劉衛東的真實故事。

1989年，22歲的劉衛東在
湖南安化縣供銷社工作，經人
介紹認識了19歲的女教師李
時華，次年兩人結為夫妻。經
歷了幾年平穩生活後，李時華
萌發了求學深造的念頭，而此
時正值劉衛東失業，但他對妻
子的決定毅然支持。1999
年，李時華考入湖南師範大學
英語專業，此後9年間，她又
先後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和博士
學位。而丈夫劉衛東默默打工

掙錢、照顧小孩，支持妻子
的夢想。

2008年，完成學業的李時
華被湘潭大學聘為副教授，一
家人也來到湘潭。正當一家三
口準備開始嶄新生活時，李時
華被檢查出有鼻咽癌。為了妻
子治病和孩子讀大學的費用，
劉衛東同時做幾份工作，擺地
攤、賣小吃補貼家用。2009
年，病情稍有好轉，李時華就
帶病回到了課堂。李時華邊治
療邊堅持教學的行動感動了師
生，而劉衛東背後默默支持的
愛情故事更是被廣為傳頌，現
在他在校外擺的小吃攤成了學
生們最愛光顧的地方。

■新華社

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近日迎來了一位92歲高齡的

「大學生」。這位聰明老人叫吳天雄，退休前是位普通工人，他

總覺得自己知識不夠用，於是他「活到老學到老」——80歲開始

讀中學，92歲進到大學繼續學知識。 ■《安徽商報》

少女患怪病少女患怪病 膝蓋走路膝蓋走路1212年年
河 南

洛陽孟津
縣 15 歲

花 季 女 孩 芳
芳，因出生缺
陷，自 3 歲手
術失敗後雙足
開始內翻，像
馬蹄一樣的畸
形，只能爬行
或者用膝蓋行
走。雖多處求
醫，但其病情
一 直 未 見 好
轉。常年用膝蓋走路的
她，足背和膝蓋磨破後不

能癒合，10 多年
來無法穿鞋，她
的最大心願是能
和正常孩子一樣
走進課堂，讀書
認字。由於天生
的缺陷，年齡漸
長的芳芳特別害
怕見人，並且患
上了嚴重的自閉
症。日前，芳芳
在鄭州一家醫院
成 功 接 受 了 手
術，醫稱半年後

可雙腳走路。 ■本報記者
金月展 洛陽報道

司機舊車牌司機舊車牌焊焊「「土豪鐵門土豪鐵門」」

活到老學到老
九旬翁當大學生九旬翁當大學生

吳天雄老人家住
安徽合肥，出

生於1923年，少年
時在重慶長大，讀
初中時正逢日軍轟

炸重慶，「沒辦法上課了，我
們只好常常躲到山裡去。 」後來吳天雄回

到合肥當工人，工作中常覺得知識不夠，便養成了常去
圖書館的習慣。當時老人身體不好，於是就去長跑，在跑
步中認識了中國科技大學的歸國教授解俊民。60歲那
年，吳天雄退休，在解俊民的介紹下，來到了中科大開始
「半工半讀 」。

鑽研「蜂毒」每周行山
由於身體關係，老人從那時起開始研

究可以明目的「蜂毒」，不僅學習理論知識，還在當地長
期為村民傳授養蜂知識。同時，為了鑽研「蜂毒」，他自
己也長期養蜂，一養就是一兩箱，足足5萬多隻。除了養
蜂，老人更喜歡行山。吳老說，如今自己仍舊堅持長跑，
另外每周至少要抽一天時間去爬大蜀山。

2002年，80歲的老人家背起書包開始讀初一，當時他
就讀於兒子曾讀過的中學。2012年，90歲的老人家走進
了中國科技大學，成了中華文化大學堂年齡最大的一名學
員。據了解，該校的大講堂是開放性質的，有興趣的都可
以參加。上午有課時，吳老6點便起床出門，搭乘巴士來
到學校。老人說：「我想用自己的行動告訴更多的老人
家，90歲照樣可以上大學，可以爬山，我
還想學到100歲。」

近日，
湖北武漢
網民徐佩

林 發 微 博 稱
「都限牌吧，
我反正囤了蠻
多，做成了全
國最牛的車牌
門，我能算土
豪了嗎？」據
他介紹，爸爸
以前在貨運站開車、做車輛
調度，後來該地改名，好多

車牌被更換
下來。爸爸
就把這些車
牌都收集起
來。一塊塊
鐵片，也都
有近二十年
的歷史，15
年前，家裡
蓋房子，車
庫差一個鐵

門，爸爸就將這些車牌焊接
成門。 ■《楚天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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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裡的一個老師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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