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老師在學校
對我們每個人都跟
親人一樣，現在我

們能做的就是每個人盡自己的一
分力量為他還清債務，幫幫他的
妻子和孩子，讓他能走得安
心。」劉龔的一名學生說。河南
洛陽市某中學近日有學生自發組
織捐款活動，幫助患胰腺癌去世
的老師劉龔，還清因治病而欠下
的28萬元債務。4天時間就募捐
到了4萬多元。

劉龔年僅33歲，在學生中很
有人氣，學生們都親切地稱他為
「龔哥」。「有一次，在繳學費

的時候有位同學因家庭貧困沒有
交上，龔哥了解情況後，自己拿
錢幫那位同學墊付了學費。」學
生回憶說，「龔哥做這種事情太
多了，經常為了學生而忘記家庭
本身的窘迫。」■本報實習記者

李藝佳洛陽綜合報道

腦死少年捐眼角膜 續看世界

臥龍大熊貓「菊笑」日前在廣州
長隆野生動物世界順利產下三胞胎
熊貓寶寶。由於三胞胎存活率較
低，而出生後的幾天更是最危險時
期。工作人員採用母獸帶仔加人工
育幼相結合的方式，讓幼仔輪流回
到媽媽身邊。目前母子情況基本穩
定。 圖：中新社/新華社

學生自發捐款為亡師還債學生自發捐款為亡師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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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彩金億彩金44..9797
山東大樂透彩票日前誕生了一位獨攬4.97

億元人民幣獎金的得主，這位獲得中國彩票

史上第三大巨獎的幸運兒就是——米奇老

鼠？！頭戴卡通頭套的大獎得主前日現身領

獎。與此前多位彩票超級大獎得主一樣，幸

運兒都選擇成為幪面的神秘人，隱藏真實身

份避免惹禍。扣除20%稅款，並捐出2000萬

元後，「米老鼠」最終獲得3.776億元。

■本報實習記者趙菲山東綜合報道

領
神秘人扮米奇神秘人扮米奇

當日有大批媒體記者一早來到山東
省體彩中心，希望見到巨獎幸運

兒的真面目。但中獎者全程戴口罩
和墨鏡，完全隱蔽自己的臉孔，他
並從體彩中心的後門進入，讓不少守
候的記者大失所望。

設基金捐2000萬 交官方管理
應體彩中心要求，中獎者同意身

人偶服裝和用變音器接受媒體採訪，
面對公眾。但即使在穿服裝的過程
中，中獎者也是避開工作人員，全程
未摘下口罩。

千呼萬喚始出來，經過幾個小時的
等待，4.97億大獎得主終於晃晃悠悠
地現身體彩中心二樓會議室。他的出
場方式引起一片哄堂大笑，頭戴米老
鼠面罩、身穿恭喜發財紅色棉衣，更
佩戴變聲器。「這哪是人啊？這明明
是一隻米老鼠嘛！」「米老鼠背
手，好像一個縣衙！」「米老鼠，能
給我們簽個名嘛！」現場議論紛紛。

「米老鼠」看起來非常緊張，雙手
背在身後，一直不停地在體彩中心製
作的4.97億背景板前踱來踱去，身體
似乎在顫抖。當工作人員讓他拿起
「超級大樂透一等獎4.97億元」的牌
子合照時，他的手抖得根本拿不住。

據了解，大獎得主是淄博一名鞋城
老闆，領獎後，他主動捐獻2000萬
元，設立「中國體育彩票大樂透4.97
億善人基金」，由山東省體育彩票管
理中心代為管理，確定受捐助對象。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內地各大
門戶網站上少見有網友恭喜中獎者或
讚賞其捐款2000萬的善舉，卻有不少
質疑的聲音：為何不在購彩截止後短
時間內就進行開獎，為何沒有體彩中
心的官員作出更具體更透明的信息說
明等等。

不少彩民網友希望體彩中心更加頻
繁而定期地公佈大樂透等不同種類體
育彩票的銷售額、中獎信息以及公益
金的具體去向等等。

「希望能夠讓別人的眼睛重新看見，就像
南南在看這個世界一樣。能用這種方式給別
人帶來重生的希望，比留下什麼都有意
義。」南南的母親對記者說。湖南懷化16歲
少年南南（化名）意外車禍致腦死亡，家人

近日自願捐獻其器官，使五人重獲新生。

5器官助5人重獲新生
遭遇嚴重車禍昏迷4個月的南南6日被

宣告腦死亡，走完了他年輕生命的最後一
秒。得知南南的情況已無法挽回後，南南
父母主動提出器官捐獻。

家人捐獻出南南的 2 個腎臟、1 個肝

臟、2個眼角膜，讓5名正與死神抗爭的重病
患者能夠重獲生存的希望，他的生命將以另
一種方式得以延續。

南南是家中獨子，突然的變故給這個貧困
家庭帶來了重創。南南母親告訴記者，「我
們花光了所有的錢，也守南南一百多天，
真是沒救了，我們無怨無悔。與其讓孩子走
後被燒成灰，還不如把器官捐出來救助別
人，讓孩子的生命在別人身上得到延續，我
們就心滿意足了。他來到這個世界什麼都沒
留下，能用這種方式給別人帶來重生的希
望，比留下什麼都有意義。」

■本報記者李青霞湖南報道

為方便獼猴行走，河南濟
源投資500萬建吊橋，預計
實現「船在橋下遊，猴在橋

上走」的獨特景觀。據專家介
紹，為獼猴高山間建橋，在內地
野生動物保護史上屬首例。

河南省太行山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濟源管理局有關負責人稱：
「我們為建設水庫人為破壞了自
然，這次建設獼猴通道不僅是為

了維護獼猴的自然生態，也為了
回饋自然。」有網友質疑「獼猴
比人尊貴」、「勞民傷財」、
「學生趟水過河上學沒人管」、
「500萬建兩座吊橋？」該負責
人回應稱，建設資金是國家撥付
專款，又指 500 萬元估計還不
夠。

■本報記者常愛濤、
實習記者吉衛娜鄭州報道

500500萬建獼猴橋萬建獼猴橋 創動物保護先河創動物保護先河
河
南

�

熊貓三胞胎

■劉龔的學生一天就募捐了5000
多元，並一一登記。 網上圖片

▲院方在手術室舉行告別儀式。
本報湖南傳真

▶南南生前照片。 本報湖南傳真

■■「「米奇老鼠米奇老鼠」」從工作從工作
人員手上接過巨獎彩人員手上接過巨獎彩
金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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