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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辭工 載103歲母遊神州

18日，廣西貴港，一尊巨型
瑪麗蓮·夢露雕像被棄置一處垃
圾站。據報道，該雕塑用不銹
鋼製成，高 8.18 米，重約 8
噸，由華南師範大學教授等人
歷時兩年完成。於去年底在貴
港推出，號稱中國最高的瑪麗
蓮·夢露逼真雕塑。 騰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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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中冠軍享假押中冠軍享假44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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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rdinance (Cap 358)
                          Notice under Section 19(3)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he Authority has received applications from Wo Hing
Construction Co Ltd
1) for the grant of a licence to discharge 10 cubic metres per day of wastewater
    pretreated by sedimentation tank from the construction site for the Replac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Water Mains Stage 4 Phase 2 - Submarine Mains and
    Associated Works at Hei Ling Chau, Hong Kong into the Southern Water Control
    Zone at a temperature not exceeding 40oC.
2) for the grant of a licence to discharge 20 cubic metres per day of wastewater
    pretreated by sedimentation tank from the construction site for the Replac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Water Mains Stage 4 Phase 2 - Submarine Mains and
    Associated Works at Sunshine Island, Hong Kong into the Southern Water Control
    Zone at a temperature not exceeding 40oC.
3) for the grant of a licence to discharge 10 cubic metres per day of wastewater
    pretreated by sedimentation tank from the construction site for the Replac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Water Mains Stage 4 Phase 2 - Submarine Mains and
    Associated Works at Peng Chau, Hong Kong into the Southern Water Control
    Zone at a temperature not exceeding 40oC.
These applications are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during office hours at Regional Office
(South)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2/F., Chinachem Exchange
Square, 1 Hoi Wan Street, Quarry Bay, Hong Kong. Objections to the applications
on the ground that it would inhibit the attainment or maintenance of the water quality
objective(s) of the aforesaid water control zone should be lodged, with a supporting
statement, in writing to the same office within 30 days of this notice.

一名中年
婦女能否鬥
過一隻成年
藏獒？在一

名男童的生命受
到威脅的時候，
河南省新野縣48
歲的婦女王君榮擋住了藏獒的5次
猛撲，救下了4歲的男孩。
今年3月一天下午，王君榮在老

家，發現鄰居家的藏獒掙斷了鐵
鏈，慢慢向一個男童走去。王君榮
見勢不妙，猛跑幾步擋在男孩面
前，一面大喊「快跑」，一面衝着
大狗吆喝，藏獒迎面撲上來，前爪
扒上了王君榮的肩膀。她抓住藏獒
的兩隻前腿，騰出左腳猛踹藏獒肚
子。藏獒吼叫着咬住了她的左臂，
鮮血一下噴出來。她堅持和藏獒搏
鬥了20多分鐘，被聞訊趕來的鄰
居送到了醫院。 ■《東方今報》

世界盃正在進行中，熬夜給心愛的
球隊助威很過癮，但第二天上班卻要
命。不過，對於江蘇蘇州一家有着球
迷老板的公司員工來說，這些都不是

問題。原來，該公司推出了帶薪放假看球的
福利。「到淘汰賽階段，如果當天有你所支
持的球隊參加比賽，當天可以帶薪放假看
球。」職員顧先生興奮地在微博分享稱，如
果「押中」冠軍，還能享受4天假期。
另外，公司還有額外福利相送，從6月29

日開始，當天帶薪看球的員工如有需要，可
提前至行政部領取啤酒。公司職員紛紛在網
上曬幸福，引來了眾多網友的「羨慕嫉妒
恨」。 ■《現代快報》

遼寧瀋陽65歲的陳錄雪日前用
行動詮釋了「孝」的意義。他放
棄工作，用了8年的時間陪年邁的

母親周遊全國。17日，剛剛乘坐自製房車抵達
遼寧的陳錄雪夫婦和103歲的母親余中秀在高
速上遭遇拋錨，在善良的遼寧人的幫助下，陳
錄雪的孝心之旅得以繼續。
8年前，因為生活在小縣城的母親曾發出過

一句「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的感慨，做公
務員的陳錄雪便辭職帶母親周遊全國。他和妻
子一起用一輛二手小轎車改裝成房車，帶母親
開始了漫長旅途。他認為，孝心不能等，要在
母親有生之年陪她看遍祖國的大好河山。
陳錄雪說，「8年時間，我們幾乎走遍祖國

的大好河山。」在陳錄雪的世界裡，從小看
着對奶奶孝順的母親，孝字為先深深印在他心
裡。在房車的兩側貼有「孝行天下」
和「孝母房車」，在車廂頂
面或車尾還有一行醒目的
標語：「百歲母親遊全
國」。陳錄雪說，這些字是希
望把孝心傳遞給更多的人。

■《瀋陽晚報》

如今在都市中過着農夫生活的張教授表示， 2012
年，他從朋友處得知，合肥近郊三十崗有塊地，他

毫不猶豫地和幾個朋友一起接了下來。這裡不僅有成片
的樹林、肥沃的土壤，而且空氣清新，環境優美。

栽種時令蔬菜
大家挖魚塘、鋪道路、種瓜果……短短幾個月，農莊
基本成形，取名「曼陀山莊」。成熟的西瓜、西紅柿，
新鮮的四季豆、空心菜，還有荊芥和茴香……張教授
說，自從有了這個農莊，每周閒暇都來勞動，現在不用
鍛煉，原來因肥胖而超過的各項指標都恢復正常。
「這些蔬菜都是時令蔬菜，我們種植的原則就是：當

時、當地、當季。」張教授說，唯有這樣才能保證其自
然生態。更重要的是，他們從不使用化肥和農藥。
「嗯，就是有陽光的味道。」

探索法國式種植
張教授說，自己在法國生活了好幾年，覺得法國的

「輪作式種植」更科學。「我目前也是在做試驗，想通
過幾年的耕種，看看這種方 式適不適合我們國
家。 」張教授說。「我們 種菜，只是在保障
我們自身需要的同時，再 投放到社會上。」
張教授說，去年合肥大
概有近60戶家庭吃到
了他們「有着太陽
味道」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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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科大管理學

院教授張曙光卻將

其變為可能。他和

幾個朋友在合肥承

包 了 200 多 畝 土

地，種植時令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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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他說，自己就

是想在繁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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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後花園」。

■《安徽商報》

「夢露」被棄

■■張教授變身張教授變身「「陶淵明陶淵明」，」，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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