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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通河縣昨日上
午8時40分在英國健力士
世界紀錄總部認證官的監
督下，組織2017人同時插
秧，成功打破了「同一地
點、最多人數插秧」的世
界紀錄。
挑戰活動在通河縣富林

鄉長興村舉行，耕地4.2公
頃。2017人分為8個方陣
同時插秧，每個方陣約252
人。插秧選手最大年齡為98歲，最小年
齡為13歲。活動共用時13分23秒，插
下了700萬株水稻秧苗。此前的紀錄為
2012年台灣桃園1,215人用16分20秒完
成同時種下300萬株秧苗2.1公頃插秧，
插秧人群最大的98歲，最小的16歲。
成功打破世界紀錄，活動現場參與的

農民都非常興奮。據通河縣委書記劉長
河介紹，此次2017人插秧挑戰健力士世

界紀錄活動，倡導綠色生產生活方式，
展現通河綠色有機水稻種植模式，叫響
通河大米品牌，輻射帶動文化、旅遊、
生態工業等諸多產業相互融合，構築綠
色發展大格局。同時，通河縣還將借助
此次活動來擴大招商引資的宣傳，讓
「通河大米」品牌借活動的舉辦，跨出
縣門，走向世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哈爾濱報道

章浩傑是家中獨子，51歲的父親
章利方是貨車司機，48歲的母

親鄭文英則在打零工。章浩傑成績很
好，上的是衢江區最好的小學和初
中。「他就是我全部的希望，我們願
意陪着他。日子過得不算寬裕但還是
很幸福的。」章利方說。

流淚撰文網籌醫療費
班主任童淑芳得知章浩傑病重的消

息，看到自己的學生昏迷不醒，她感
到很不是滋味，立刻寫了一段文字發
到朋友圈。「這是一個很好的孩子，

各方面都很優秀！在我發這段文字的
時候，我一直在流淚。我想起他在課
堂上認認真真，仔仔細細的樣子；我
想起他打籃球時瀟灑帥氣的樣子；我
想起我有事叫他做的時候，他總是堅
定地點頭接受的樣子。」
童淑芳深情寫道，我做了他一年半

的班主任，我們之間的互動真是太多
太多。想起的都是他美好的樣子，現
在他靜靜地躺在病床上，不知道回不
回得來，他才15歲啊！大家發發善
心，救救他，我真的好捨不得……
翌日，童淑芳就籌到8,000多元善

款。隨後幾天內又籌到30多萬元善
款。
15個月來，只要章浩傑在衢州康

復治療，童淑芳都會去章浩傑的病榻
前說說話，以喚醒他的記憶。「章浩
傑，馬上就要中考了，同學們都在努
力複習，老師好想你加入其中一起拚
搏，你是有實力考入衢州二中的。」
「章浩傑，你是我們班的副班長，也
是籃球隊的隊長，還是短跑健將，你
的隊友都很想你歸隊，你要康復，一
起再為班級拚搏爭光。」
結果半個月前，昏迷了15個月的

章浩傑竟然甦醒了。「章浩傑還需要
大量的康復治療費用，我將繼續為他
募捐，我希望他能康復，康復後還做
我的學生。」童淑芳說。

正在念初二的浙江學生章浩傑今年正在念初二的浙江學生章浩傑今年22月中突發腦溢血月中突發腦溢血，，多次手術後多次手術後

依舊昏迷不醒依舊昏迷不醒，，在他昏迷期間在他昏迷期間，，班主任童淑芳常去病榻前講校園裡發班主任童淑芳常去病榻前講校園裡發

生的故事生的故事，，以喚醒他的記憶以喚醒他的記憶，，還通過網上籌款逾還通過網上籌款逾3030萬元萬元（（人民幣人民幣，，下下

同同））幫助他治療幫助他治療。。皇天不負有心人皇天不負有心人，，半個月前半個月前，，昏迷了昏迷了1515個月的章浩個月的章浩

傑終於甦醒了傑終於甦醒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俞晝、、通訊員通訊員盛偉盛偉衢州報道衢州報道

好老師堅持講故事好老師堅持講故事
喚醒昏迷學生喚醒昏迷學生

■■童淑芳推着甦醒的章浩傑逛校園童淑芳推着甦醒的章浩傑逛校園。。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童淑芳在病榻前給章浩傑講故事童淑芳在病榻前給章浩傑講故事。。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童淑芳與章浩傑逛籃球場。
網上圖片

黑龍江2017人齊插秧破紀錄
素有中國「冬蟲夏草第一縣」之稱的青海
省玉樹藏族自治州雜多縣昨日進入2017年蟲
草採挖季，數萬採蟲草「大軍」分批有序地
進入主產區，採挖季將持續到7月上旬。
青海冬蟲夏草產量佔中國總產量的60%左
右，雜多縣係該省冬蟲夏草重要產區之一。
與往年一樣，採挖人員當日早上進入海拔
4,300米的阿多鄉產區時，需辦理採集證並持
證入區，並繳納每人（身高1米以上）1,200

元人民幣的採集資源補償
費，用於採挖季過後草原生
態修復。
記者中午趕赴海拔4,480

米的蘇魯鄉產區採訪時所
見，數百輛車已在採挖區檢
查站外排起近5公里長隊，
不少牧民攜家帶口正等待核
驗身份進入採集區。
「蘇魯鄉是雜多縣蟲草豐

產區，因此每年進入此片區
域採草人數都能超過一萬
人。」蘇魯鄉鄉長尕松說：
「年初冬蟲夏草價格有一定的上漲，今年來
採挖蟲草的牧民預計要比去年多一些。」

用草皮回填已「約定俗成」
記者看到牧民西然用比往年更小的採挖工

具進行採挖，在採挖到冬蟲夏草後，將挖出
的泥土連同草皮一起回填，並用腳把泥土踩
實。

「看到蟲草時，不會立即用工具進行採
挖，而是先在周圍劃好採挖（半徑），然後
迅速將蟲草撅起，這樣對草原的破壞就更小
了。」西然說：「上山採挖蟲草的時候，除
了會背當日的乾糧外，還有專門收集垃圾的
袋子，下山的時候一起帶下去。」目前採挖
冬蟲夏草後用草皮回填已成當地牧民「約定
俗成」的作法。 ■中新社

湖北省一名母親不放棄她的腦性麻痹兒
子，不僅堅持生下這個先天缺陷的孩子丁
丁，更辛苦教養29年。如今，丁丁不僅從北
京大學畢業，更飄洋過海進入美國哈佛大學
就讀。該母親說：「教養兒子最重要的是尊
重孩子和家長的自我成長。」
29年前，年僅25歲的孕婦鄒翃燕，腹中的胎
兒在子宮內窒息。當時醫生說：「這個孩子沒
有搶救價值了，將來非傻即癱，放棄了吧！」

與丈夫離婚扛起家庭擔子
鄒翃燕的丈夫也理性地建議不要這個孩
子，以免被拖累一輩子；但是鄒翃燕還是
堅持生下丁丁，即使當一名單親媽媽也在

所不惜。
鄒翃燕決定與丈夫離婚，扛起一家的擔

子。由於丁丁小腦運動神經受損，一歲了手
還不會捏握，2歲才會站立，3歲才會走路，
6歲才會跳，鄒翃燕比其他母親要花好幾倍的
努力。
為了給兒子一個安然的未來，她幾乎拚全

力，白天上班，晚上帶丁丁看病，風雨無
阻；並把自己訓練成按摩師，一有時間就給
兒子按摩；午間休息也要跑回家陪兒子玩撕
紙遊戲，開發智力。
兒子上學後，鄒翃燕卻從不輔導孩子功

課，也從不逼孩子補習。她告訴兒子：「別
問我，你媽是文盲」，要兒子自己去查資

料，先靠自己努力，再求助人。
在母親精心陪伴下，2011年丁丁從北京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畢業，同年進入北京大學
國際法學院就讀。去年3月，已經工作2年的丁
丁，被哈佛大學法學院錄取。 ■新華網

冬蟲夏草採挖季 青海產區吸萬牧民

單親媽苦教29載 腦癱兒成功上哈佛
遼寧省鐵嶺市文物考古部門昨日發

佈消息稱，位於鐵嶺市境內的邱台遺
址發現一處漢代古戰場遺蹟。
邱台遺址是中國古代遼東地區位置

最北、規模最大的漢文化遺址，其地
處秦漢長城邊塞，已出土大量文物。

大量兵器可證墓主戰死
據鐵嶺市文物考古專家周向永介

紹，邱台遺址發掘的墓葬中有一件銅
帶環，是古人附於腰間的一種懸掛裝
飾，亦稱為「杏葉」，其最早出現於
東漢。同時還出土了陶單耳杯、綠松
石等中國早期北方遊牧民族使用的墓
葬用品。經查墓主人骨骼缺失，同時
出土大量兵器可證明死於戰爭。
據史料記載，東漢時期此處曾發生

一場大戰。光武帝劉秀在建武十七年
（公元41年）拜祭肜（音同「容」）
為遼東太守。祭肜到任後厲兵秣馬，
廣設探哨，當敵人侵犯邊塞時，他常
常身先士卒，作戰勇猛。
在祭肜掌管遼東郡4年後，到了建武

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鮮卑萬餘
騎襲擊遼東，祭肜率數千人迎擊，此
役敵人死傷過半，以致長期不敢來
犯，最終歸附漢朝。
周向永表示，據遼河古河道和鮮卑
族墓葬位置分析，邱台遺址所在的丘
陵崗地便是漢代古戰場遺蹟。萬餘騎
兵大規模作戰表明，當時的遼河岸邊
已沒有大片原始森林，有利於騎兵奔
襲。從兵卒落水情況來看，當時的遼
河水勢比較驚人。 ■中新社

遼寧現漢代古戰場 掘出鮮卑族遺蹟

■黑龍江挑戰現場，2017名農民選手分組齊插秧。
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

■雜多縣蘇魯鄉牧民西然之子展示今年採挖
到的首根冬蟲夏草。 中新社

■■牧民拿到牧民拿到20172017年冬蟲夏草採挖證年冬蟲夏草採挖證。。 中新社中新社

■鄒翃燕
不放棄，
堅持生下
丁丁，最
後丁丁成
功考進哈
佛。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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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香港早晨
9:00 交易現場
9:30 深港滬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包青天
10:30 紅高粱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熟男有惑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深港滬通
2:45 情逆三世緣
3:45 閃電十一人GO時空之

石及交易現場
4:15 寶石寵物IV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天地
5:20 星光樂園II
5:50 財經新聞
6:00 申訴II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錦繡未央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8:30 射鵰英雄傳
9:30 不懂撒嬌的女人
10:30 阿媽教落食平D
11:00 晚間新聞
11:30 新聞檔案
11:35 天氣報告
11:45 娛樂頭條
11:50 妙手仁心II
1:00 皆大歡喜
1:40 今日VIP
2:05 東張西望
2:35 無間音樂
3:35 熟男有惑
4:30 日日有食神
5:30 眉精眼企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5 交易現場
4:00 芝麻街(XXXXVI)
4:30 見習小武士(II)
4:55 瘋狂問答過山車
5:00 狂野孖寶(III)
5:25 見習小獸醫(III)
6:00 財經消息
6:05 明珠檔案
6:35 迷你小寶貝
7:00 藝坊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

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清心直說
8:30 明星動物園
9:30 話說當年
9:35 明珠絕色：野性新西蘭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閃電俠(III)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2:00 賈神探(VII)
12:55 賽馬預測
2:05 明珠絕色：野性新西蘭
3:00 明星動物園
3:55 清心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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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職場之神
7:00 兩個爸爸
8:00 閣樓王世子
9:05 世界第一等
10:00 搵食飯團
10:30 無間音樂
11:30 兄弟幫
12:00 狼王子
1:00 藍海傳說
2:00 職場之神
3:00 兩個爸爸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叢林的法則
5:30 加拿大潮什麼
6:00 台灣第一等
7:00 狼王子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王子的移動城堡
9:30 六合彩
9:35 周遊列國
10:05 閣樓王世子
11:05 藍海傳說
12:00 兄弟幫
12:30 超級勁歌推介
12:35 胆識過人
1:45 綠茵闖蕩
2:15 創潮居
2:35 藍海傳說
3:30 叢林的法則
5:00 加拿大潮什麼
5:30 刀劍神域II

06:30 天人之際
07:30 早辰 。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小時候 經典重溫
10:00 黃金歲月
10:30 時代的記錄 鏗鏘集
11:30 我家在香港II
12:00 北野武Art Beat
12:30 北國新風情
13:00 五夜講場-哲學有偈傾
14:00 歲月情常在
15: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16:00 漫遊百科
17:00 十個救港的少年
17:25 左右紅藍綠
17:30 風雨夜歸人
18:00 反斗普通話
18:30 童真無國界
19:00 Harry哥哥好鄰居
19:18 Design吖2
19:33 小農夫 大作物
20:00 一屋住家人
20:30 申訴II
21:00 視點31
21:30 街角有樂
22:00 香港故事-後浪潮。人
22:30 新聞天地
23:00 五夜講場-歷史係咁話
00:00 藝坊
00:30 視點31
01:00 街角有樂

06:00 朝聞天下
08:35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生

活圈)
09:29 彝海結盟-32-34
12:00 新聞30分
12:33 今日說法
13:16 遙遠的婚約-11-14
16:30 第四批「中國夢」主題

新創作歌曲-推開這扇門
16:41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9 焦點訪談
20:07 女兒紅-1-2
21:59 晚間新聞
22:37 2017等着我黃金檔
00:18 動物世界
01:09 生活提示
01:20 晚間新聞
01:52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生

活圈)
02:39 精彩一刻-航拍中國江

西-3
02:52 2017等着我黃金檔
04:29 今日說法
04:57 新聞聯播
05:27 人與自然

09:00 鳳凰大視野
09:35 設計家
0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紀錄．大時代
10:35 金曲點播
10:4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1:30 鳳凰觀天下-時事亮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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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 鏘鏘三人行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5:00 資訊快遞
15:30 鳳凰衝擊播-今日看世界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0 名言啟示錄
17:00 有報天天讀
17:25 紀錄．大時代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15 今日視點
19:20 鳳凰觀天下-中國戰法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鳳凰衝擊播-冷暖人生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23:35 有報天天讀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全媒體大開講
01:50 鳳凰大視野
02:2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3:00 紀錄．大時代
03:25 鳳凰衝擊播-冷暖人生
04:00 名言啟示錄
04:05 鳳凰焦點關注
04:30 鳳凰全球連線
05:00 有報天天讀
05:30 鏘鏘三人行
05:55 時事辯論會

6:00 創富早餐
9:00 開市埋位
10:00 交易所直播室
10:30 財經即時睇
11:00 窩輪攻略
12:00 財經即時睇
12:30 玩盡日本3000Yen
1:00 開市埋位
2:00 交易所直播室
2:45 外匯先機
3:00 財經即時睇
3:30 商品有價
4:00 交易所直播室
5:00 大行報告
5:30 積木戰士
6:00 Hello Kitty繽紛樂園
6:30 走進不尋常的家
7:00 同伊
7:30 新聞最前線
8:00 換樂瑞士360
8:30 六扇門
9:30 浪漫醫生金師傅
10:30 喜出望外
11:00 十一點最前線
11:30 無「恐」不入
12:00 娛樂新聞
12:30 星戰運動
1:00 喜出望外
1:30 六扇門
2:30 無「恐」不入
3:00 換樂瑞士360
3:30 浪漫醫生金師傅
4:30 星戰運動
5:00 娛樂新聞
5:30 同伊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美美
11:00 智富通
12:00 午間新聞
12:20 Petgazine II
12:55 智富通
13:30 結婚好嗎
14:30 借宿一宵
15:00 智富通
16:00 小梅子日記
16:30 小馬寶莉5
17:00 見習神仙精靈
17:30 快樂童盟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香港故事-後浪潮。人
19:00 結婚好嗎
19:50 體育係...300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雲畫的月光
21:30 鮮浪潮．語
22:00 404之異國二域
22:30 兩面不是人
23:00 十五分鐘熱度
23:15 Girls' Talk-愛情開箱
23:30 晚吹-KO KOL
00:00 深宵新聞
00:30 林說金曲
00:35 英超精華
01:30 雲畫的月光
02:30 財經新聞及潮玩科技
03:00 Driving In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