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區響
石廣場，來往的市民過馬
路，目光都會投向一名身材

高挑的城管監督員——英國姑娘
莉亞，她揮舞手上的小旗子，
示意市民按交通規則過馬路，並
對收到的「熱辣」目光報以友善
的微笑。

來自英國的莉亞今年21歲，剛
剛大學畢業。一個月前，莉亞和
朋友伊萬一起來到中國，並到石
峰區外國語學校任教。上周，莉
亞和伊萬一起來到區城管大隊，
申請成為城管監督員。

莉亞認為城管工作很重要，在街邊巡查時可以及時給市民
提供幫助，讓城市變得更漂亮。她說，自己中文水平有限，
這幾天一直苦練文明勸導常用語。除了「你好，請自覺遵守
交通規則」、「請自覺遵守文明禮儀」等基本用語，她還想
了不少「有愛」的話。「我愛株洲，希望我們一起讓這座城
市更漂亮。」莉亞用不甚熟練的中文說，如果看到不文明行
為，她就和市民朋友說這句話。見到有年邁的市民過馬路，
莉亞還主動上前護送老人。 ■《株洲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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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棄嬰捱過颱風奇跡獲救東莞棄嬰捱過颱風奇跡獲救

■被棄男嬰取名「海鷗」，目前健康
狀況良好。 本報深辦傳真

颱 風 「 海
鷗 」 近 日 在
東 莞 過 境 ，

東莞長安鎮新民社
區的一條河岸邊，
一個被棄的新生男
嬰，在颱風夜過後
16日凌晨被巡邏警
員發現仍存活，隨
後被送往醫院。經
初步診治，男嬰健
康狀況良好，未發
現有殘疾，目前已脫離生命危險。為紀念其捱過颱風夜奇
跡生還，救援民警為其取名「海鷗」。

長安鎮新民邊防派出所民警李小龍回憶，16日早上，接
到群眾報案稱，在一個電鍍廠的水溝邊發現了這名男嬰，
李小龍和同事馬上趕到現場。他看到嬰兒的臍帶外露大概
20厘米長，一看就是颱風夜剛生下來的。「嬰兒全身發
紫，凍得發抖，哭叫又沒有聲音，情況非常緊急。」李小
龍說，情急之下他直接抱起嬰兒開車趕往醫院。

收治棄嬰的長安醫院醫護人員介紹，目前已對男嬰身上
的挫傷緊急處理，清除出生時吸進腹內的羊水和口腔中的
少量泥沙，為防止由於傷寒引起肺炎，醫院對其進行了全
身檢查並留院觀察。東莞警方表示，警方將繼續追查其父
母，待其傷勢恢復後先送往社會福利院。

■本報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

■來自英國的莉亞擔任
城管監督員。網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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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教師 兩根手指堅守講台

巨型冬瓜
福建寧德市蕉城區霍童鎮興賢村一農戶種出一個重達

173.5斤的巨型冬瓜，體長150厘米。據農戶介紹，家裡
以往每年都能種出20多個七八十斤重的冬瓜，長得這麼
大的還是頭一回。 中新網

■蒲志軍老師正為同學們上課。
本報重慶傳真

雷人警示牌
「水深危險、禁止游

泳！」在江河、湖泊邊，類
似的警示標語屢見不鮮。但
位於湖南省湘潭縣沿江風光
帶的一塊警示標牌，竟赫然
寫「人生苦短 浸死不
管」。 網上圖片

42歲的蒲志軍是重慶電廠中學的化學老
師，兩年前患上進行性脊肌萎縮症，成為
了「漸凍人」。如今，他的生命已開始倒
計時，執教的雙手已萎縮變形，僅有右手
食指和中指兩隻手指還可以動，蒲志軍用
僵直的手指夾上粉筆，一如既往，站上了
三尺講台。

「我一個大男人，現在手指居然隨時都
像『蘭花指』了，哈哈。」蒲老師說攤

開了雙手，記者看到他的左右手和手臂都
已經變形，其中，左手和臂膀的情況更為
嚴重，只剩下皮包骨頭。

2013年8月，蒲志軍到重醫附一院檢查
被確診患上「進行性脊肌萎縮症」，隨後
入院治療。9月學生開學，蒲志軍就出院
了。「我覺得醫生是在跟我開玩笑，還說
我最後會像霍金那樣，全身肌肉萎縮、癱
瘓。」蒲志軍說這話時一臉豁達，「其實
病痛死亡也不是太可怕，只要我的頭還能
思考，還能給學生們講課解惑，就好。」

現在的蒲志軍不敢買瓶裝飲料，不能穿
襯衣了。以前他喜歡打乒乓球，游泳，但
現在只能偶爾爬山。對於將來的生活狀
況，蒲志軍說：「等以後我動不了了，我
就到敬老院去。」

現在蒲志軍只能通過一些視頻教學來指
導學生們做實驗。蒲志軍說，病情再繼續
發展，可能不再當化學老師了，「這是我
最難過的事。」

■本報記者 張馨月重慶報道

照片中的小女孩今年6歲，是
該學院食堂內一家賣燒鵝

飯窗口老闆的女兒。只要爸爸很
忙，小女孩就會出來幫忙收拾自
家餐具。

該校食堂有幾名清潔工，負責
收拾餐具和洗碗，但是就餐高峰
期根本忙不過來。食堂負責人介
紹，學校每年都會舉辦多次活
動，呼籲學生餐後自己收拾餐
具，還安排學生幹部在就餐時間
進行監督，但收效甚微，仍有不
少學生不會自覺收拾餐具。

這張照片引起學生熱議。不少
人為自己沒有自覺收拾餐具感到
慚愧，呼籲就餐者主動收拾餐
具、方便他人。發微博的學生

「@楊天天_羊羊」說：「大一
的學弟學妹，趁剛上大學養成
良好的習慣吧。別像我們一樣，
已經一年了才發現做了這麼久的
『壞人』。」每次都會主動收拾
餐 具 的 「@ 伍 亮 WLIANG」
說，把餐具端到回收處也是一種
情分，是一份對學校大家庭的熱
愛，「希望大家能做到」。

也有部分學生網友不以為然：
「這是食堂應該做的，否則要清
潔工幹什麼。再說食堂是承包給
他們的，沒見過在飯店吃飯還要
自己收拾餐具的。只有服務跟
上了才會變得更好。」

記者從武漢大學、華中科技
大學、武漢理工大學、中南民

族大學等多所高校了解到，食堂
一般都實行餐具回收制度，學生
在用完餐後都會主動將餐具回
收。即便像華中科大這樣教職工
家屬眾多的高校，他們在食堂用
餐後，也會主動將餐
具端到回收點。

駐馬店捕一隻麻雀即犯法

大學生汗顏
華中師範大學武漢傳媒學院食堂內，一名比桌子高不了多少的小女孩收拾大學生用

完的餐具，旁邊幾張桌子擺滿了吃剩的碗盤。這張照片被曬到網上後，讓不少大學生

感到「心酸」和「慚愧」。 ■《長江日報》

6歲女孩大學食堂收拾餐具

■ 網友曬出女童在食
堂收拾餐具的照片。

網上照片

河南省駐馬店市林業局等部門日前明確下令：違法捕獵者將被重罰，
舉報者將獲得一萬元的獎勵。

自2000年以來，河南省林業廳相繼公佈了一些禁獵區，目前，河南全
省過半的縣、區、市被劃為禁獵區，而駐馬店市的8縣3區全部在列。據駐馬
店市森林公安局某負責人表示，在駐馬店，逮一隻麻雀即為犯法，20隻就可
以立案，50隻就可以依法刑事拘留。 ■本報實習記者 靳中興 鄭州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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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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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晚間新聞
10:32 動物世界
11:03 電視劇 因為愛情有晴天
11:51 電視劇 因為愛情有晴天
12:39 人與自然
1:08 動物世界
1:40 生活早參考
2:10 請您欣賞
2:13 電視劇 金太狼的幸福生活
2:59 電視劇 金太狼的幸福生活
3:45 電視劇 金太狼的幸福生活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9:00 中華醫藥
9:45 中文國際
9:47 天天飲食
9:57 中文國際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
10:12 雙語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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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 仙女湖
3:12 電視劇 仙女湖
4:00 中國新聞
4:10 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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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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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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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華人資訊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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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