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義烏讀者吳先生日前
致電媒體爆料：義烏市多所
初中發放的畢業證書有錯
誤，需要全部更換。吳先生
是浙江義烏市繡湖中學2015
屆畢業生的家長，6月24日
參加完畢業典禮後，孩子帶
回來一本嶄新的畢業證書。
他仔細看了畢業證書，發現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錯別字，
在證書封底頁的落款裡，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和」字寫錯成了「各」字。對此，吳先生感到很氣憤。而另外一位姓陳的家長
告訴媒體，直到學校發來的短信才發現畢業證書上有錯別字。
繡湖中學校長黃偉對此很郁悶，因為畢業證書是從義烏市教育局統一領取的，
並非是學校自己設計製作的。因為是全市學校統一製作的，拿到畢業證書後，學
校方面僅仔細審核了學生的個人信息部分內容。黃偉說，目前學校方面已經通知
所有畢業生和家長，讓他們及時憑「錯版」畢業證到學校來更換新證。教育局的
相關負責人則表示已第一時間通知了印刷廠重印。據了解，此次事件涉及了8所學
校，近3,000名畢業生。負責義烏市初中畢業證書印製的印刷廠的一位姓陳經理承
認，確實是他們的工作人員排版出錯導致的。對此，他們表示十分抱歉，出錯的
工作人員也已做了相應的處理。 ■《錢江晚報》

一場彷彿「破鏡重圓」的婚禮
7月1日上午在廈門舉行，新郎
是來自廈門海滄塘邊半山土地公
廟的土地公，而那個美麗的
「她」是從台灣宜蘭四結福德廟
遠道而來的新娘「土地婆」。
兩岸土地公婆「結親」的大

陸負責人士蔡江濤、海滄塘邊
半山土地公廟名譽理事長謝羅
星等眾多信眾一起促成了此次
「結親」活動。一番準備後，
廈門土地公赴高雄宜蘭接土地
婆，於1日回到了廈門，並意
外見證了台胞免簽注登陸的第
一天喜人一幕。土地公迎娶土
地婆，對兩岸的數百信眾而
言，就好像是朋友辦喜事一
樣，他們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斗陣」來幫忙。在儀仗隊和腰
鼓隊的簇擁下，當天上午10點整，大家終於接到了這尊美麗的土地
婆，遵循着傳統的閩南婚禮習俗，眾人把這對「新人」迎到了位於
海滄興港花園的塘邊半山土地公廟。 ■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

愛心女工養近百山裡娃
18人上清華北大

「共和國」變「共各國」浙召回3000畢業證書

7月1日，廣州一家公司打出旗號招聘女大學生，還將
鱷魚帶來現場，表示親吻鱷魚一次給1,000元。據悉，該
公司是在為其下屬平台招聘女性合夥人，親吻鱷魚是為
了考驗應聘者的膽識，作為入圍的第一關，接下來還要
筆試。 ■文/圖：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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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歲的上海市民華耀增在6月19日上午乘坐出租車時，認定司機
繞道因而少付了3元車費，但事後細想，他又覺得司機並未繞道，並
因此心存愧疚，專門去郵局寄了一封道歉信和一張8元錢的匯款單到
出租車公司。
不過，當事駕駛員唐雄卻並未將此事放在心上，當他得知乘客還

特意為此寫信道歉並匯款補足車費時，很是感動。他希望媒體轉告
華老先生，如果華老下次再去醫院，只要提前打電話給他，他可以
免費接送。 ■浦江頭條

麥瓊方是廣西百色人民醫院洗衣房的退休職工，她收舊衣物捐助山區貧
民，在廣西百色出了名，經常有好心人默默地把舊衣物放在她家樓下

就走，待收集好足夠的物資後，她便用扁擔挑着物資送往深山村寨，30多年
來不間斷，挑壞了一根又一根扁擔，足跡從百色城區，延伸到田林、隆林、
凌雲等縣區的數十個偏遠村屯。

助貧困少年上學 愛心不求回報
麥瓊方的善舉始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當時她下鄉遊玩，發現村裡的老人

小孩衣食無着，內心很受觸動。後來聽說有個孩子因為費用問題不讀書了，
麥瓊方着急了。在母親的支持下，她幫助那個孩子解決了學費。從此麥瓊方
就「一發不可收拾」，雖然她的工資很少，但只要一籌集到衣物、糧食，就
往山區裡送。
麥瓊方養育過的87個孩子，大部分都考上了大學，其中18人更考上了清
華、北大。如今47人在國外工作學習。有人說
讓這些孩子寄點錢回來麥瓊方就不愁吃穿了，
但她並不認同，她更希望孩子們去幫助其他
人。讓麥瓊方無比自豪的是，她的孩子如今積
極參與公益活動，幫助貧困地區的人們。

上山下鄉送衣 無懼腰傷險路
以前山裡沒通車時，麥瓊方每次送物資都
要走山谷裡的蜿蜒崎嶇的小路。1985年的一
天，她獨自挑衣服到隆林一村莊的途中，不
小心掉進了10米深的懸崖，此後腰就經常
痛。不過她並沒有放棄助人。麥瓊方成家
後，與丈夫一起挑衣服下鄉，還把有困難的
老人、小孩接到家裡住。不僅如此，夫妻倆
還承擔孩子們的學費和伙食費，因此夫妻倆
的經濟壓力很大，幸好獲得家人幫忙。
此外，麥瓊方也接濟山區的老人，每次送
衣服過來總會專門進家門看看他們，幫他們
解決困難，就像女兒一樣。
麥瓊方希望，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她的愛
心行動中。

麥瓊方，一位來自廣西百色年近六旬的婦女，36年來，她一

次次用扁擔挑起衣物送進山村，30多噸衣服溫暖了山區群眾；

她的扁擔，不僅給山區人民挑來了衣物，也挑起了山裡娃的上

學夢。80多個貧困孩子伏在「麥媽媽」的肩上走出大山；20

多個孤寡老人在晚年找到了「女兒」。 ■新華網

河南省洛陽
市西工區74歲
的 老 人 陳 秀
玲，替不久前
去世的女兒寫
感謝信，感謝
幫助過這個家
庭的好心人，
以圓女兒生前
心願。
5年前，老人

的女兒王會芳
患腫瘤做了手術，後因病情加重於今年5月初不幸去世。王會芳患病
期間，9歲的女兒悅悅所在的舞蹈學校老師程蔓在得知這一情況後，
決定以後免費培養悅悅，還為王會芳組織了捐款。舞蹈團其他學員
的家長也很照顧悅悅，還經常探望王會芳。陳秀玲老人稱這封感謝
信是她女兒的遺願，也是她對女兒的承諾。

■實習記者 李藝佳、實習生 楊麗倩 洛陽綜合報道

近 日 ，
2015 年 度
全球首對大
熊貓雌性雙
胞胎在四川
成都大熊貓
繁育研究基
地 成 功 降
生。消息一
出，瞬間引
來了國內外多家主流媒體的爭相報道。據最新消息，從7月3日起，
成都大熊貓基地將攜手全球大熊貓家園（PANDAPIA）及騰訊網重
磅推出「熊貓全球眼 全球看熊貓－2015首對大熊貓雙胞胎成長直
播」欄目。直播期間，主辦方將聚焦雙胞胎的成長歷程，推出大熊
貓新生寶寶征名、徵集奶爸奶媽、滿月禮、百天慶等精彩紛呈的線
上、線下粉絲互動等多種配套活動。藉此，網友們可以親眼見證和
分享熊貓寶寶的成長時刻。
據成都大熊貓繁育基地透露，目前，雙胞胎已成長為11日齡的寶

寶，它們身體健康，各項體徵良好。 ■記者 周盼 成都報道

七旬老人寫感謝信七旬老人寫感謝信 圓女兒遺願圓女兒遺願

成都欲網上直播熊貓成都欲網上直播熊貓BBBB成長成長

老人誤會司機繞路老人誤會司機繞路 寄信道歉寄信道歉

恐怖招聘

■廈門土地公迎娶台灣宜蘭土地
婆。 記者翁舒昕 攝

■陳秀玲老人和程蔓。 網上圖片

■■目前已有目前已有1111日齡的雙胞胎寶寶之一已經初現萌萌日齡的雙胞胎寶寶之一已經初現萌萌
的的「「黑色的肩章黑色的肩章」」與天生的與天生的「「黑眼圈黑眼圈」。」。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有錯別字的畢業證書。 網上圖片

■麥瓊方和她收來
的舊衣物。新華社

■麥瓊方和孩子們
在一起。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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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4: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信義
5:00 真愛趁現在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4:31 今日說法
4:59 新聞聯播
5:29 人與自然
6:00 朝聞天下
8:30 生活早參考
9:01 人與自然
9:28 精彩一刻
9:40 電視劇 劫中劫
10:26 電視劇 劫中劫
11:12 電視劇 劫中劫
12:00 新聞30分
12:30 今日說法
1:00 大劇場 喜氣洋洋豬八戒
1:46 大劇場 喜氣洋洋豬八戒
2:32 大劇場 喜氣洋洋豬八戒
3:18 大劇場 喜氣洋洋豬八戒
4:06 動物世界
4:36 生活提示
4:42 第一動畫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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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 焦點訪談
7:54 公益宣傳短片
8:00 前情提要
8:00 電視劇 怒放
8:46 前情提要
8:47 電視劇 怒放
9:33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2 粵語劇場 大宋提刑官
11:16 粵語劇場 大宋提刑官
12:03 動物世界
12:35 電視劇 鋼的琴
1:21 電視劇 鋼的琴
2:09 正大綜藝
2:59 請您欣賞
3:00 大劇場 金枝玉葉
3:46 大劇場 金枝玉葉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4:00 中國新聞
5:00 中文國際
5:05 天天飲食
5:15 體育在線
6:00 海峽兩岸
6:30 今日亞洲
7:00 中國新聞
7:30 今日關注
8:00 中國新聞
9:00 雙語劇場 軍歌嘹亮
9:45 雙語劇場 軍歌嘹亮
10:30 薈萃節目-與全世界做生意
11:15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28 走遍中國
1:53 中文國際
1:57 雙語劇場 長征
2:39 雙語劇場 長征
3:20 雙語劇場 長征
4:05 雙語劇場 長征
4:46 雙語劇場 長征
5:28 中文國際
5:30 遠方的家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薈萃節目-與全世界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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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10:45 全球華人資訊
11:00 今日亞洲
11:30 遠方的家
12:15 走遍中國
12:45 城市1對1
1:30 華人世界
2:00 新聞聯播
2:30 雙語劇場 軍歌嘹亮
3:15 雙語劇場 軍歌嘹亮

煲劇1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