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0年出生的禹化普，現
在已是重慶禹化普餐飲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長，目前在全

國擁有200多家連鎖門店。隨着大
眾籌資的概念興起，禹化普將此引
入到手抓餅生意中，在全國範圍內
招募108個股東，每股3000元共
籌集250股。

初期籌得的75萬元資金，將用
於原料採購、房租水電、裝修等方
面。禹化普8月通過微信朋友圈等
渠道傳播了他的想法。來自安徽的
37歲股東汪先生說：「這個小店就
好比是做一個販賣夢想的生意，禹
化普把他的夢想拆開分給了我們，
於是每個人都有了一個實現創業夢

想的途徑。」汪先生的話，得到了
股東們的普遍認同。

談到如何讓這些不同圈子的人發
揮各自作用，禹化普說：「開放、
參與、分享、利他，是所有合作的
前提。」

■本報記者張馨月重慶報道

妻是我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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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鎮平縣有一個教育世家，三代16人均
是教師，現如今仍有10人從事教育工作。42歲
的姜萬里是當地一家初中的教師，他與父親、
祖父及親戚都是同行。這個教育世家歷經數十
載春秋的教育生涯同時也是中國教育巨變過程
的最好見證人。

見證國家發展 祖父助掃盲
姜萬里的爺爺姜力中任教時，國家正在開展

掃盲教育，姜力中白天教學，晚上要到夜校掃
盲。「爺爺那時總說，他要為祖國建設培養更
多的有用之才，讓更多的人會讀書、看報，與
新中國一起進步。」

姜萬里的父親姜顯文任教時，正值上世紀60
年代，農村學校條件艱苦，窗戶是用報紙糊的，
桌子是用磚頭砌的，學生們就在村子的祠堂裡艱
苦求學，姜顯文白天給學生上課，晚上還要給農
民上課，任務繁重，在村裡很受尊重。

姜萬里現在教育書常用上現代化設備，從粉
筆加黑板到幻燈片、錄音機，再到實物投影
儀、多媒體……姜家三代人見證不同年代的教
育演變，並通過自己的言行身教踐行着「科教
興國」，執着地追尋着中華強國之夢。

■本報記者高攀、楊洋綜合報道

昨日為中國教師節，馬建華卻因膽結石突發，
不得不住院治療。醫生建議手術，但他說，

這樣孩子們就沒法上課了，他準備輸液消炎後就
趕回學校，把落下的課程補上，「等寒假了，再
找時間做手術」。

妻僅初中程度 助輔導學生
戴墨鏡、拄木棍上課，是馬建華的標準「裝

備」。馬建華2004年某日覺得眼睛好像進了沙
子，很不舒服，往後3年視力越來越差，但因經濟
困難，一直沒去醫院檢查。直至2008年，他的眼

睛已經看不清楚東西了，到成都檢查得知，是視
網膜色素變性。這種眼疾目前無法治癒，視力會
逐漸下降，甚至有可能失明。

「不能看強光，太黑也看不見，只有在合適的
光線下，可以看到模糊的東西，戴上墨鏡會好
些。」馬建華去年視力測試結果為右眼0.02，左眼
0.08，近乎失明。馬建華說，湊近點看，書上的字
勉強能看到。黑板上的，只能憑感覺摸索着寫。
從丈夫患眼病開始，有初中文化的楊紫瓊開始幫
助丈夫輔導學生。

「這是我的故鄉。」馬建華2000年起便一直在

茶葉村小學任教，隨着學生的減
少，其他老師都走了。校方曾建
議馬建華調任至較簡單的工作，
但他執意留在茶葉村。他說，如
果沒有其他老師來，學校很可能
被撤掉，家遠的孩子可能會因此
輟學。

馬建華最大的願望是學校能改成寄宿制，「學
校如果有了床，孩子們就可以住在學校，生活起
居由我和妻子照顧，這樣，孩子們不必每天走幾
個小時的山路，能夠睡得多一些，而且也安全很

多。」馬建華說。
據了解，學校目前有空閒教室和寢室可作為學

生宿舍，要實現這個願望，僅需要5張雙層鐵架或
木架床，以及一些簡單寢具。

「你這個『曉』字寫

錯了。」四川西昌市44

歲小學教師馬建華課上

到一半，妻子楊紫瓊匆

匆走進教室，用抹布擦掉了春曉

的「曉」字，幫丈夫重新寫了一

次。馬建華患有視網膜色素變

性，視力持續下降，現在幾近失

明。只有初中文化的楊紫瓊充當

丈夫的眼睛，一起在大山深處教

學14年。

■《華西都市報》

深山盲老師：

號 稱 湖 北 武 漢
「 最 大 鬼 屋 」 的
「花魁淵禁區」近

日開幕，主辦方定位學生等年輕
群體為消費主力軍，並以日薪千
元在當地招聘「鬼王」。談到招
募條件，負責人希望應徵者長得
漂亮或醜得獨特，扮演鬼王的長
相更偏向於「霸氣形」。

負責人介紹，鬼屋包括「絕色
藝妓」、「冷艷特工」、「貌美
護士」等特色主題，為增強刺激
效果，招募的20多隻「鬼」可
以在屋內自由活動，「所以連我
們也不知道到底哪兒會有鬼，很
有懸念」。

昨日十多位應聘的年輕人中，
有清新萌妹，也有時尚御姐，更
有性感潮妹，多為學生或模特。

負責人又指，「鬼王」扮演者性
格須偏向於活潑搞怪，「膽子大
點，會調動現場氛圍，最好要擁
有把人嚇哭嚇尿的功力，自己還
要能氣靜神閒的定力」。

■《楚天金報》

河南省鄭州市一名老
人在巴士行駛期間突然
倒地猝死。車上乘客

稱，老人之前曾因讓座問題
與一名年輕人發生爭執，並
動手打了他四個耳光。老人
家屬接受急救人員詢問時
稱，老人患有心臟病。

乘客許先生注意到老人和
一個坐在車門附近的年輕人
發生爭執，爭執內容大概是
老人讓年輕人讓座，而對方

沒讓。許先生說，兩
人在爭執中發生了辱
罵，老人還動手打了
年輕人四個耳光，不
過對方並未還手。

車長一度出言制止
老人與年輕人的爭
執，曾喊道：「你倆
別吵了，再吵都下車
吧」。車廂內的爭執停下，
隨後年輕人下了車，不過老
人並未坐下，而是站在原

處，情緒仍很激動。直至後
來有乘客發現老人昏倒地
上。 ■《大河報》

教育世家 三代16人為師

昨日為中國教師節，各地學生均藉此感謝
老師的教育之恩。圖為山西太原一小學舉辦
「愛您讓我抱抱您」等活動，學生們紛紛擁
抱老師以表感恩。 ■圖：新華社/中新社

拿甚麼感謝您拿甚麼感謝您，，我的老師我的老師

不滿後生拒讓座 老人怒摑4巴猝死
河
南

泥
漿
大
戰

湖南張家界昨日上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泥漿大
戰」，眾多身着比基尼與肚兜的美女們在泥池中
「激戰」。圖為獲得冠軍的選手被眾美女圍攻。

網上圖片

■急救人員在巴士上搶救老人無
效。 網上圖片

■鬼屋裡的美女護士。 網上圖片

■禹化普靠着手抓餅，已擁有
200多家連鎖門店。 網上圖片

■馬建華現在幾近失明，長期戴着墨鏡。圖為夫婦和孩子們玩遊戲。 網上圖片

■馬建華教古詩時看不
清黑板，妻子趕緊上前
提醒。 網上圖片

■(左起)姜萬里和爺爺姜力中、二叔姜顯三。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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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公益宣傳短片
4:43 第一動畫樂園
6:55 公益宣傳短片
6:56 導視
6:58 公益宣傳短片
7:00 新聞聯播
7:30 公益宣傳短片
7:32 天氣預報
7:37 公益宣傳短片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9:00 中華醫藥
9:45 快樂漢語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
10:12 第五空間
10:57 中文國際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2 快樂驛站
2:22 中文國際
2:27 仙女湖
3:12 仙女湖
4:00 中國新聞
4:10 仙女湖
4:55 中文國際
5:00 中國新聞
5:10 中文國際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青果巷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體育在線
10:45 快樂漢語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2:56 中文國際
1:00 中國新聞
1:10 中文國際
1:15 百家講壇
1:55 中文國際
2:00 新聞聯播

鬼屋鬼屋招招「「鬼王鬼王」」日薪千元日薪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