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尚勇 寧夏報道）25日下午，
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中山公園遊樂設施「瘋狂老鼠」
發生意外，一位年幼的兒童從遊樂設施上墜落，目擊
者稱，「孩子當場昏迷不醒」。由於25日正值周末，
遊園者眾多，多位目擊者看到了這驚心的一幕。
據現場其他目擊者描述，「孩子是一個人坐上遊

樂設施的，不知為何會發生墜落」，出事後有兩位
女子迅速抱起受傷的孩子，向附近的醫院跑去。
據悉，中山公園「瘋狂老鼠」之前已服役10年，在
不久前剛剛進行了新式「瘋狂老鼠」的動工建設。據

媒體報道，該遊樂設施於20日才正式對外開放。
據了解，這名受傷兒童今年只有4歲，男孩，目

前在銀川某醫院普外科接受治療。

寧夏寧夏44歲童玩歲童玩「「瘋狂老鼠瘋狂老鼠」」墜傷墜傷

■■公園遊樂設公園遊樂設施施「「瘋狂老鼠瘋狂老鼠」」。。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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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河報》報道，25日，
在河南鄭州市豐樂路群辦路附近，一輛白色寶
馬車撞死一名6個月大嬰兒。目前，肇事司機
已被警方帶走。
據悉，當時寶寶躺在嬰兒車裡，媽媽和姥姥

準備推着過馬路，突然寶馬車飛奔過來，撞上
嬰兒車向前移動，直到撞上另一輛轎車才停
下，孩子被夾在兩車中間，不幸當場死亡。
據附近店舖老闆介紹，他聽到響動出來查看時，
寶馬車已經在倒車，司機為男性。但據孩子的舅
舅稱，事故發生時司機為一名女性，疑似飲酒，
現在在煤炭醫院抽血化驗。孩子的舅舅還從副駕
駛的一個手包中發現一個警官證（性別：男）。

肇事者係交警 並非酒駕
孩子家屬表示，目前，民警確認事發時司機
為一名男姓，與車內發現的警官證人名一致，
係鄭州市交巡警六大隊一名劉姓交警。經公安
局交警支隊血醇檢測中心檢測，肇事司機劉某
血樣中無酒精成分。
據了解，小孩名叫浩浩，六個月大，老家在

許昌。孩子父親今年38歲，孩子為三代單
傳。事發後，現場家屬情緒激動，市民越聚越
多，特警多次組織人牆驅離未果。

詩人汪國真病逝 習近平曾引詩
作品八九十年代風靡校園《熱愛生命》影響一代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
報道）公開資料顯示，汪國真的詩
集創下了新詩誕生以來發行量最高
的紀錄，他的詩歌讀者涉及各個階
層、各個文化層、各個年齡層，曾
在校園裡風靡一時，足足影響了一
代人。有評論亦稱，有青春的年
代，就有汪國真的詩行。
出生於1956年的汪國真，在其

15歲時就到北京一家工廠當了七年
的銑工。1978年恢復高考後，汪國
真考上廣東暨南大學中文系，他洶
湧而至的詩興得到釋放的空間，寫
詩、發表詩、當個詩人，是他浪漫
生活的主旋律。
1990年，汪國真出版了首部詩集

《年輕的潮》，「汪國真熱」隨之
席捲全國，北京高校還出現汪國真
詩歌演講熱，當年詩集更被《新聞
出版報》列為十大暢銷書之一。有
人稱，1990年在出版界被稱為是
「汪國真年」。
汪國真對自己的詩這樣評價：

「我認為詩歌如果不能打動人心，
不能引起共鳴，那麼就不可能有市
場；至於炒作，如果沒有內容，再
炒恐怕也是枉然。我相信讀者喜歡
我的詩，也就是因為我的詩能打動
一些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軼瑋北京報道）內地著名當代詩人、書

畫家汪國真昨日凌晨兩點十分因肝癌在北京302醫院去世，享年

59歲。而此時，距他最新一版詩選《青春在路上》出版，僅僅

一個月的時間。汪國真的詩通俗易懂，在上個世紀80年代至90

年代曾風靡校園，掀起一股「汪國真熱」，其詩作《熱愛生

命》「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等影響了整整一代

人。在2013年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引

用他《山高路遠》的詩句。

據悉，汪國真春節前就因肝癌住進了302醫院，儘管家人與他積極治
療，但最終未能留住詩人。據其友人透露，汪國真遺體告別儀式已定

於30日早晨在北京八寶山山東廳舉行。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韓曉蕙昨日表示，汪國真未成名前，她與汪國真就是

朋友，在她眼裡汪國真是一個醉心文學創作的人，並對自我要求很高且非
常勤奮。在詩歌日漸式微的今天，汪國真仍舊不改對詩歌的初心，用他自
有的語言方式把自己對生活的體悟進行凝練。韓曉蕙說，去年上半年，她
還與汪國真一起去福建採風，當時汪國真的狀態不錯，看不出生病，亦不
曾聽他提及。現在驚聞噩耗有點難以相信，也很悲痛。至於如何看待汪國
真的詩歌，韓曉蕙表示：「汪國真有屬於他自己的時代，他的詩歌激勵過
很多年輕讀者，這方面值得肯定，我們應永遠懷念他。」

為人低調 追求「詩歌書畫印」
同樣與汪國真私交甚好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竇新平表示，汪國真的詩之
所以風靡一個時代，是因為汪的詩歌來源於生活，不是無病呻吟，詩歌呈
現出的語言儘管很直白，但有基礎不是空洞無物，有他對生活感悟的提
煉。比如，「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這首詩就是來源於汪國真早年在南方
的一段經歷創作的。
竇新平亦表示，汪國真一直保有文人的真誠，成名後也一直很低調，對
待朋友沒有架子，只要朋友有托，他都盡全力對待。近年他亦把精力投在
書法和畫畫上，「詩歌書畫印」一體的生活應是汪國真畢生的追求。竇新
平回憶說，「在去年的一次聚會上，汪國真拿來了幾本小學課本，告訴我
他的詩入選北京小學教材對他是最大的榮譽，他開心得像個孩子。」

詩集暢銷 形成「汪國真現象」
据悉，汪國真祖籍福建廈門，1985年起將業餘時間集中於詩歌創作，先
後發表《年輕的潮》、《我微笑着走向生活》、《熱愛生命》等作品。
中國作家網亦曾評論道，「汪國真的詩歌自1990年至今一直備受青年讀
者青睞，20年來，汪國真的詩集一直暢銷不衰，並形成獨特的『汪國真現
象』，可謂中國詩歌界乃至中國出版界的一個文化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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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國真詩集。 網上圖片

——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
（選自《熱愛生命》）

——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
（選自《山高路遠》）

——人生並非只有一處，繽紛爛漫，那凋零的
是花，不是春天。 （選自《那凋零的是花》）
——心晴的時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時候，晴
也是雨。 （選自《雨的隨想》）
——死怎能不，從容不迫，愛又怎能，無動於
衷，只要彼此愛過一次，就是無憾的人生。

（選自《只要彼此愛過一次》）
——現實和理想之間，不變的是跋涉，暗淡與

輝煌之間，不變的是開拓。 （選自《生活》）
——我寧靜，是為了讓思想活躍；我活潑，是
為了讓精神寧靜。 （選自《寧靜》）
——為了尋找你，我已經是傷痕纍纍。

（選自《心中的玫瑰》）
——江水奔流長又捲，夕陽映樹紅萬片，握你
的手如握晚風 ，憑黃昏，任驅遣。

（選自《春日心語》）
——只記得花開碧樹，可曾顧衾冷錦疏，最難
忘， 應是來時路 ，那會兒身影 ，不斜也扶 ，
到如今憑誰問甘苦， 夢中事， 笑是真笑， 哭是
真哭。 （選自《在夢裡，我遇見了你》）

那些年我們讀過的詩句

■■汪國真手持書法汪國真手持書法
作品作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雲南礦洞中毒事故 9死12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艷娟昆明報道）25日，

發生於雲南省昆明市東川區因民鎮的礦洞炮煙中毒
事故，已導致9人不幸身亡，12人輕傷。當地正全
力開展傷者救治和家屬安撫工作，並將盡快查明原
因，依法依規處理相關責任人。目前，事故原因正
在調查中。
據悉，25日東川區應急辦接到報告：東川區因民

鎮聯盟村一礦洞發生炮煙中毒事故，造成21人被
困。事發後，東川區迅速啟動應急預案，先後搜救
出21名被困人員，第一批搜救出的14名被困人
員，經確認，2人死亡，其餘12人輕傷，正在醫院
接受治療；第二批搜救出7人，經全力搶救無效死
亡。

母涉貪入獄 曲婉婷感心碎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際在線報道，歌手曲婉婷日
前被媒體爆料母親張明傑涉貪入獄，但長期定居加
拿大的曲婉婷對媽媽不聞不理。昨日，曲婉婷連在
Instagram貼上兩張幼年時跟母親的合影，附文：
「This ordeal is very stressful and I find myself in
crying over it daily.（這磨難對我來說壓力很大，讓
我幾乎每天以淚洗面）。」同時也說道「I love my
mother dearly and I am truly heartbroken.（我非常
愛我的媽媽而且感到心碎）」，也表示非常感謝朋
友、粉絲、家人的支持和關心。

重慶車庫現「殭屍」豪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孟冰重慶報道）保時捷帕
拉梅拉、悍馬H2、林肯領航員……這裡不是豪車
展現場，而是重慶解放碑的一個停車庫。這裡的每
輛豪車都價值逾百萬元（人民幣，下同），可是車
身卻積了厚厚的一層灰。不少路人看到這些「殭
屍」豪車，也在替有錢任性的車主着急，甚至有人
忍不住在車身上留言：「你不開？給我啊！」
車庫保安表示，為了以防這些豪車車主不給停車

費把車偷偷開走，物管已經將這些車輛鎖了起來。
據了解，這座車庫一天的停車費是25元，這些「殭
屍」豪車在這裡停了近一年，每輛車的停車費都已
近萬元了。

■車庫裡的「殭屍」豪車。 本報重慶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25日，國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佈通告，江蘇蘇中藥業「生
脈注射液」在廣東發生不良事件，3萬餘支產品在全國
範圍內緊急召回。據廣東省食藥監局消息，該注射液產
生的不良反應最早發生在廣東，且已發現5例。目前，
廣東藥監部門已責令全省停售召回近萬支相關產品。

已現5例不良反應
據悉，此前廣東食藥監部門在日常藥品不良反應監測
中發現，江蘇蘇中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生脈注
射液（批號：14081413）出現5例藥品不良反應/不良
事件報告，有患者用後發熱、打寒戰。經檢驗，該批次
藥品熱原不符合規定。廣東省立即向國家食藥監總局上

報。24日，國家食藥監總局發通告，要求做好江蘇蘇
中藥業集團生脈注射液質量問題處置工作。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通告中稱，經查，江蘇蘇

中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涉事批次生脈注射液批
號為14081413，2014年8月14日生產，有效期至2016
年 8 月 13 日，總計 37,638 支。共銷往江蘇（2,400
支）、浙江（13,788支）、安徽（12支）、福建（12
支）、山東（417支）、廣東（9,954支）、海南（15
支）、四川（7,200 支）、新疆（3,840 支）等 9省
（區）。廣東省食藥監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已向全省食
品藥品監管部門發出通知，要求立即停止銷售使用該批
次生脈注射液，要求監管部門監督相關企業配合召回相
關藥品。

粵召回萬支問題「生脈注射液」

■廣東下令召回近
萬支問題生脈注射
液。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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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後，現場家屬情緒激動難以自控。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明 天津報道）天津市近
日查辦了一宗受賄案，被最高檢評為全國反貪「精
品案件」。據悉，天津市人防辦原副主任、財務處
處長楊海利用職務之便，以低於市場價格先後向多
家房地產商購房，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
政治權利終身。
據悉，1998年至2010年間，天津市人防辦原副主
任、財務處處長楊海先後向多家房地產商購買了5
套別墅或高檔住宅。立案偵查期間，辦案人員通過
外圍調查取證發現，楊海的購房活動，無不利用職
務之便，所購房產的價格「明顯低於市場價格」，

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
經一審判決，被告人楊海犯受賄罪（受賄金額

982萬餘元，其中以購房差價形成的受賄726萬餘
元），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
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扣押在案的贓款、贓物依法
上繳國庫。楊海不服，上訴到天津市高級人民法
院。
天津高院經重新審理後認為，公訴機關指控楊海
受賄犯罪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罪名成立，應予
確認。終審判決結果，維持一審判決的定罪量刑；
但改判認定楊海受賄金額為683萬餘元。

以權謀房受賄 津處長判無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赴韓整容事
故糾紛發生率每年增加10%至15%，昨日在廣東廣
州舉行的第四屆國際鼻整形（修復）技術高峰論壇
還通報了一起赴韓整容失敗女子的修復方案。
據韓國官方統計，2014年中國赴韓做整形美容手
術的人數已達5.6萬人。同時，來自行業機構信
息，中國赴韓整容事故糾紛年增10%至15%。
赴韓整容失敗代表曹小姐在會上講述了自身經

歷。她天生在鼻樑處有小骨凸出，俗稱「駝峰

鼻」，擔心妨礙「夫運」而赴韓整鼻，結果卻是花
費2.8萬元人民幣整出個歪鼻子。
廣州美萊整形美容科主任羅延平表示，韓國整容

業起步早，但就目前其醫生技術水平與中國相比已
無優勢；韓國對醫療美容行業的規管也沒有中國嚴
格。消費者要謹記一點：整形重要的不是選擇國
家，而是選擇醫生。不要輕易聽信中介，存在語言
溝通障礙、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出國整容要謹
慎。

中國赴韓整容事故率年增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