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顯的雙
下巴、經典的
「蘑菇頭」，
圓圓的臉型，
厚嘴唇……
近日，在廣東
省東莞虎門鎮
太寶路盧屋市
場附近，許

多市民專門到此爭相排隊和經營日用百貨店的店主
王世寶合影。只因王世寶的長相酷似朝鮮最高領導
人金正恩。王世寶和朋友的合影被傳到朋友圈後，

意外在網絡走紅，引來大批「粉絲」。
據悉，王世寶今年38歲，江西吉安泰和縣人，
來東莞發展已有20多年。目前在虎門鎮經營一家
百貨商店，此外在長安鎮投資開了一家五金廠。
因為長相像金正恩，王世寶的百貨商店生意爆
紅，有市民專門從虎門周邊甚至東莞城區趕過來
為求與他照合影。
「最初發現自己像金正恩，是在5年前，當時他

的身體開始發福，臉上開始出現雙下巴。」王世寶
表示，從那時起身邊就有朋友不斷拿他開玩笑。一
開始他覺得自己不是特別像，可後來通過新聞看多
了金正恩，他感覺自己越來越像金正恩。隨後他也

有意或無意地模仿金正恩，後來乾脆就把髮型改成
和金正恩一樣。
王世寶的生活也因此發生過許多誤會。此

前，他的一位外國朋友帶着小孩來串門，沒想
到小朋友一見他就笑，一口咬定他就是「金正
恩」，非要拉着他一起回國進行「國事訪
問」。他的照片在微信朋友圈走紅後，有朋友
建議他找媒體炒作下自己，還能代言廣告或走
秀，但都被王世寶謝絕了。他說，「在網上走
紅純屬意外，自己只想安穩經營好自己的店，
沒有太多功利的想法。」

■記者 何花東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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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俠中的第
一高手被認為是
《天龍八部》中的
「宋代掃地僧」。
在河南省嵩山少林
景區，65歲的清潔
工吳新君，用業餘
時間素描嵩山美
景，被網友讚為
「當代掃地僧」。

近日，網友陳先生和朋友一起到嵩山少林景區遊玩，在「天下第
一名剎」景點附近，他看到路邊蹲着一位老人，正拿着炭筆作畫。
奇怪的是，老人並不是畫家，而是穿戴着清潔工的帽子和工作服。
好奇的陳先生停下來看老人畫畫，並與他聊了起來。
老人說，他是景區裡的一名清潔工，平時不忙的時候，就畫上
幾筆，是個人愛好。老人展示了他的多幅畫作，這些畫大多是嵩
山少林景區的山和樹，有些畫得很逼真，有的立體感很強，看起
來很漂亮。
隨後，陳先生把老人的畫作拍照後傳到了自己的微博上。沒想

到，引來很多網友圍觀。有網友讚道：「少林景區藏龍臥虎，真是
名不虛傳，這不就是武俠小說中的『掃地僧』嗎？」
據負責嵩山少林景區清掃保潔公司的孫經理介紹，這名清潔工叫

吳新君，今年65歲，已在景區工作好幾年了。 ■大河網

在江蘇省揚州的早茶中一向有
提籠遛鳥的休閒文化，當年教場
曾有一條雀籠巷，養鳥、馴鳥、
逗鳥、遛鳥、喚鳥、賣鳥，記錄
下揚州雀籠技藝的歷史繁盛。80
後趙先生因從小喜愛養繡眼鳥，
從10多年前就開始關注鳥籠，目
前已從全國各地收藏數十個鳥
籠，最好的一個可換一輛寶馬三
系車。
20歲那年，趙先生在上海花鳥

市場看到有人拿鳥跟別人換了一
個鳥籠，「就覺得很驚奇。」隨
後，他無意中接觸到了「南籠泰斗」顏虎金，「當年，他已70多歲
了，做的籠子跟我平常接觸到的完全不一樣。」
「後來，我收藏的第一個鳥籠就是顏虎金做的繡眼鳥籠。」趙先

生介紹，他養的是繡眼鳥，正好配繡眼鳥籠。當時花300塊錢買了
這個鳥籠，「只在偶爾出門遛鳥時才拿出，遛過後就立馬收起。高
檔鳥籠是沒法養鳥的，只有遛鳥時『顯擺』才用，圖個高興。」
從那以後，趙先生就對鳥籠收藏產生了濃烈興趣。目前，他已從
雲南、四川、上海等地收藏各式鳥籠數十個。他拿出私藏的一個象
牙鳥籠說道，「幾年前，有人要拿一輛帕薩特跟我換，我沒肯換，
現在可換一輛寶馬三系了。」 ■光明網

雷鋒，一個遙遠又親近的
名字。縱使時間流逝，但助
人、奉獻、為善的雷鋒精
神，卻從未離我們遠去。近
日，在四川瀘州，5名奮鬥
在一線崗位的普通司乘人員
獲評「最美公交人」。瀘州
市公交公司外宣部工作人員
表示，表彰「最美公交人」
不僅是對他們個人的一種鼓

勵，同時也是借此機會宣揚正能量，推動公交事業及社會發展。
上月6日晚，4歲的哥哥趁母親做家務時，帶着2歲的妹妹想到外

婆家去。兩小孩走到酒城大道一段公交站點便隨着上車的其他乘客
上了265路公交車。
當班車長林宗明發現兩小孩並沒有與大人一起坐，且在車內頑

皮，「於是我便喊請帶小孩的家長照看好小孩，不能單獨坐，不要
在車內頑皮。」
喊過後，林宗明發現並沒有乘客進行制止，便意識到這兩小孩可

能是走失的孩子。林宗明毅然停運轉人，將該情況反饋給公交熱
線、當班調度和110，並當上了「臨時保姆」全程照看兩名小孩，直
到小孩的母親到派出所領回小孩。
據公交公司外宣部工作人員介紹，此次評選的「最美公交人」，

除了像林宗明這樣的「臨時保姆」，也有在公交車上發現乘客遺失
8,000元現金仍然拾金不昧的女司機等突出人物或事跡。

■《華西都市報》

憑藉牙齒拖汽車的絕活，近日，山東81歲
的王小貝一夜之間成了網絡紅人。王小貝表
示，當時自己太保守，一點五噸的汽車遠遠
不是她的極限，「我年輕的時候，還拖過一
輛四噸二的依維柯。」王小貝說。
相比很多80歲的老人，王小貝雖然頭髮
花白、滿臉皺紋，可她上下樓梯不用攙
扶，日常作息完全自理，牙齒一顆沒掉，
甚至還有牙齒拖汽車的絕活。
王小貝認為，叩齒是她能用牙齒拖動汽
車的根本原因，「一開始叩齒每天100多
下，現在是每天700多下。」如果不叩齒，
現在她也得掉牙了。
王小貝老人的傳奇之處不僅在於用牙齒

拖汽車，她還有一系列的瘋狂計劃。雖然
已經81歲高齡，可是王小貝至今都沒有徹
底退休的打算，依舊在濱州眾城大廈當會
計，負責整個公司的財務統籌。此外，王
小貝還表示，她要在85歲的時候去做攀
岩、90歲的時候做高空跳傘。
王小貝的話瘋狂但是不狂妄，她的人生格言

就是：不瘋狂就老了。王小貝說，自己能有如
今的身板，是幾十年如一日堅持鍛煉的結果。
叩齒就是空口咬牙，是一種較常見的牙

齒保健方法，現代醫學認為這樣可增加牙
齒的自潔作用，發揮咀嚼運動所形成的刺
激，增強牙體本身的抵抗力。

■新華網

小小敏家裡一共有八口人敏家裡一共有八口人，，外公外公、、外婆常年生外婆常年生
病病，，姐姐讀高中住校姐姐讀高中住校，，兩個弟弟在上小兩個弟弟在上小

學學。。為給外公外婆治病為給外公外婆治病，，小敏的父母花光了家裡小敏的父母花光了家裡
所有的積蓄所有的積蓄，，還欠還欠33萬多元的外債萬多元的外債。。為了還債為了還債，，
父母不得不狠心丟下年邁的外公父母不得不狠心丟下年邁的外公、、外婆和女兒外婆和女兒、、
兒子們外出打工兒子們外出打工。。父母走後父母走後，，一家四口的生活問一家四口的生活問
題也就全落在了年僅題也就全落在了年僅1313歲的小敏肩上歲的小敏肩上。。

照顧外婆起居照顧外婆起居 輔導弟弟功課輔導弟弟功課
每天凌晨五點每天凌晨五點，，小敏都會準時起床小敏都會準時起床，，先簡單先簡單

梳洗梳洗，，一邊準備家裡人的早飯一邊準備家裡人的早飯，，一邊煮豬食一邊煮豬食。。
等收拾妥帖之後等收拾妥帖之後，，小敏才打着電筒出門小敏才打着電筒出門，，走四走四
十多分鐘的山路上學十多分鐘的山路上學。。每天放學做完體能訓練每天放學做完體能訓練
後後，，小敏一刻都不敢耽擱趕回家小敏一刻都不敢耽擱趕回家，，自己作業要自己作業要
完成完成，，還要輔導弟弟的作業還要輔導弟弟的作業，，抽時間下地裡割抽時間下地裡割
好第二天的豬草好第二天的豬草，，洗好家裡人的髒衣服洗好家裡人的髒衣服，，照顧照顧
癱瘓外婆飲食起居癱瘓外婆飲食起居。。父母不在家父母不在家，，小敏就是這小敏就是這
個家的主心骨個家的主心骨。。
「「因為家庭貧困因為家庭貧困，，小敏出生不久就被抱到小敏出生不久就被抱到
外面托親戚撫養外面托親戚撫養，，為了能讓小敏上學為了能讓小敏上學，，99歲後歲後

才被接回了才被接回了家家。」。」小敏的母親寧小敏的母親寧
從先說從先說，，剛接小敏回家時剛接小敏回家時，，她始她始
終是沉默寡言終是沉默寡言，，但很懂事但很懂事，，也體也體
貼家人貼家人，，經常幫助家人幹農活經常幫助家人幹農活。。
現在我們在外打工現在我們在外打工，，家裡全靠小家裡全靠小
敏撐着敏撐着，，我們都對她很愧疚我們都對她很愧疚。。

從未放棄運動夢從未放棄運動夢 為校爭光為校爭光
雖然有這麼多家務要忙雖然有這麼多家務要忙，，但熱愛但熱愛

運運動廖小敏從未放棄過自己的運動夢想動廖小敏從未放棄過自己的運動夢想。。身體單身體單
薄的小敏因綜合素質較強薄的小敏因綜合素質較強，，被學校田徑隊和羽毛被學校田徑隊和羽毛
球隊選中進行訓練球隊選中進行訓練。。因為早上要給家人做飯因為早上要給家人做飯，，她她
申請放棄了晨練申請放棄了晨練，，為了保持訓練的強度為了保持訓練的強度，，每天下每天下
午的訓練她都特別認真午的訓練她都特別認真，，再苦再累始終堅持再苦再累始終堅持。。功功
夫不負有心人夫不負有心人，，小敏在學校羽毛小敏在學校羽毛球訓練選拔中脫穎球訓練選拔中脫穎
而出而出，，並在去年並在去年44月全縣小學生運動會的羽毛球決月全縣小學生運動會的羽毛球決
賽中取得了單打第四名賽中取得了單打第四名、、200200米跑米跑88強的優異成績強的優異成績，，
為學校爭得了榮譽為學校爭得了榮譽。。
當被問及最大的心願是什麼時當被問及最大的心願是什麼時，，一向勤勞一向勤勞、、堅堅
強強、、懂事懂事、、孝順的廖小敏毫不猶豫地說孝順的廖小敏毫不猶豫地說，「，「只要只要
外公外公、、外婆好好地活着外婆好好地活着，，家人能在一起生活家人能在一起生活，，就就
是我最大的心願是我最大的心願。」。」

昨日，「天下娘奶回娘家」活動在福建省福州倉山區
臨水夫人陳靖姑故居舉行。來自南平、寧德、廈門、福
州的26家宮廟的近百尊順天聖母——陳靖姑金身在眾多
信眾們的護駕下「回娘家」。陳靖姑是海內外公認的
「順天聖母」、「婦女兒童保護神」，福州人親切地稱
她為「娘奶」。 ■中新社

1313歲的廖小敏是重慶彭水縣新田鎮中心校學生歲的廖小敏是重慶彭水縣新田鎮中心校學生，，父母常年在父母常年在

外務工外務工，，外公因病喪失勞動能力外公因病喪失勞動能力，，外婆癱瘓在床多年外婆癱瘓在床多年，，兩個在兩個在

念小學的弟弟也需人照顧念小學的弟弟也需人照顧。。作為家裡留守的最大勞動力作為家裡留守的最大勞動力，，小敏小敏

每天不僅要煮飯每天不僅要煮飯、、餵豬餵豬、、料理外公外婆的生活料理外公外婆的生活，，還要輔導弟弟還要輔導弟弟

們的學習們的學習。。雖然過着與同齡孩子不一樣的雖然過着與同齡孩子不一樣的「「小大人小大人」」生活生活，，但但

熱愛運動的小敏從未放棄過自己的運動夢想熱愛運動的小敏從未放棄過自己的運動夢想，，這個堅強的女孩這個堅強的女孩

也被評為重慶市也被評為重慶市「「最美留守女童最美留守女童」。」。 ■■記者記者 袁巧袁巧 重慶報道重慶報道

不
畏
苦
難

8080後青年收藏鳥籠後青年收藏鳥籠 最貴可換寶馬最貴可換寶馬

兄妹走丟兄妹走丟 公交司機當公交司機當「「保姆保姆」」

山東八旬老太牙齒拖汽車 娘奶回娘家 ■瀘州265路車長林宗明。 網上圖片

■趙先生收藏的象牙鳥籠。
網上圖片

■作畫老人吳新君。
網上圖片

■■小敏給外婆餵飯小敏給外婆餵飯。。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小敏在準備豬食小敏在準備豬食。。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重慶最美留守女童廖
小敏。 本報重慶傳真

■長相酷似金正恩的王世寶。
本報東莞傳真

早早當當家家

東莞老闆酷似金正恩東莞老闆酷似金正恩 網絡走紅生意火爆網絡走紅生意火爆

■吳新君的素描作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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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妹妹與蛛蛛
4:30 田園寶寶
5:00 少年勇將之宇宙激戰
5:25 魔法遊學團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及

普通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5 L.A. 潮流教主
7:00 鏗鏘集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

天氣報告
8:00 意國庭園
9:00 港生活．港享受
9:30 鎖得住的青春
10:30 環球趣事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法」妻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2:00 異能行者
12:55 解開魔法陣終極篇
1:45 音樂熱點
2:00 鎖得住的青春
2:55 港生活．港享受
3:25 意國庭園
4:20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8:45 亞視百人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20 我們這一班
10:50 8號巴士站站情
12:00 ATV每日一歌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

經濟快訊／天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1:45 發達智多星
2:30 我愛下午茶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把酒當歌
3:35 第三間電台
4:00 我們這一班
4:30 巴布熊貓成語系列
5:00 戰鬥王之颶風戰魂
5:30 嶺南尋根之旅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20 經濟快訊
6:25 體育快訊
6:30 天氣報告
6:35 香港百人
7:00 女神辦公室
7:30 婆婆來了
8:00 萬家燈火
9:00 鄰居冤家
9:30 六合彩
9:35 打吡睇真D
10:00 國際財經視野
10:30 夜間新聞
10:55 馬上全接觸
11:00 把酒當歌
11:35 環遊世界
11:50 香港打吡大賽特輯
12:50 嶺南文化之旅
1:15 女神辦公室
1:45 婆婆來了
2:15 把酒當歌
2:45 鄰居冤家
3:10 韓國好味道
3:40 萬家燈火
4:35 萬事勝意
5:30 林家聲戲寶承傳系列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嶺南尋根之旅
8:30 尋找他鄉的故事
9:00 精靈一族
9:30 奇幻百寶箱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綜合新聞
11:30 對話
12:00 新財富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小擂台大挑戰
4:30 我係阿發仔
5:00 天然少女
5:30 Pingu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韓國勁歌傳真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7:45 嶺南尋根之旅
8:00 廣東黃金海岸遊
8:30 日之達人 II
9:00 翱翔天際間
10:00 亞洲新興都市
11:05 夜間新聞
11:20 日之達人 II
11:50 廣東黃金海岸遊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亞洲新興都市
1:50 星光伴我行 II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6:55 騰飛中國
7:00 鳳凰早班車
9:00 鳳凰大視野
9:35 地球宣言
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10:55 娛樂快報
11:00 完全時尚手冊
11:25 健康新概念
11:30 鳳凰觀天下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00 鏘鏘三人行
1:35 騰飛中國
1:40 鳳凰焦點關注
2:00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2:55 娛樂快報
3:00 資訊快遞
3:30 金曲點播
3:35 金曲點播
3:40 鳳凰衝擊播
4:15 鳳凰大視野
4:50 名言啟示錄
4:55 娛樂快報
5:00 完全時尚手冊
5:25 金曲點播
5:30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全媒體大開講
7:20 地球宣言
7:25 鳳凰觀天下
7:50 今日視點
7:55 與夢想同行
8:00 鳳凰大視野
8:30 騰飛中國
8:35 鳳凰焦點關注
8:55 名言啟示錄
9:00 時事直通車
10:00 鳳凰衝擊播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1:00 鏘鏘三人行
11:30 健康新概念
11:35 完全時尚手冊

6:00 愛漫弦
6:45 華麗的挑戰
7:30 GTO麻辣教師
8:30 紳士的品格
9:45 華麗的挑戰
10:45 愛漫弦
12:00 美樂加油
1:00 GTO麻辣教師
2:00 華麗的挑戰
2:45 GTO麻辣教師
3:45 美樂加油
4:45 愛漫弦
6:00 華麗的挑戰
6:45 GTO麻辣教師
7:45 紳士的品格
9:00 華麗的挑戰
10:00 GTO麻辣教師
11:00 愛漫弦
12:15 美樂加油
1:15 紳士的品格
2:30 華麗的挑戰
3:30 GTO麻辣教師
4:30 美樂加油
5:30 愛漫弦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6:00 朝聞天下
8:30 生活早參考
9:00 人與自然
9:27 導視
9:28 精彩一刻
9:40 電視劇 我的故鄉晉察冀
10:26 電視劇 我的故鄉晉察冀
11:12 電視劇 我的故鄉晉察冀
11:58 導視
12:00 新聞30分
12:30 導視
12:31 今日說法
12:59 導視
1:00 電視劇 麻辣婆媳
1:45 電視劇 麻辣婆媳
2:31 電視劇 麻辣婆媳
3:16 電視劇 麻辣婆媳
4:02 請您欣賞
4:04 導視
4:06 動物世界
4:36 生活提示
4:40 導視
4:41 第一動畫樂園
6:58 導視
7:00 新聞聯播
7:30 公益宣傳短片
7:31 天氣預報
7:36 公益宣傳短片
7:39 焦點訪談
7:55 公益宣傳短片
8:00 前情提要
8:00 電視劇 別讓我看見
8:46 前情提要
8:47 電視劇 別讓我看見
9:33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0 導視
10:32 粵語劇場 唐朝浪漫英雄
11:18 導視
11:19 粵語劇場 唐朝浪漫英雄
12:05 導視
12:07 動物世界
12:37 導視
12:39 電視劇 天使艾美麗
1:25 導視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7:00 中國新聞
7:28 海峽兩岸
8:00 中國新聞
9:00 中華醫藥
9:45 天天飲食
10:00 中國新聞
10:12 我是特種兵之利刃出鞘
10:57 中文國際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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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飲食
2:22 中文國際
2:27 我在北京，挺好的
4:00 中國新聞
4:15 我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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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愛情有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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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2:56 中文國際
1:00 中國新聞
1:15 百家講壇
1:55 中文國際
2:00 新聞聯播
2:30 華人世界
3:00 中國新聞

煲劇1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