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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桂林一位五
十多歲大叔，常年照顧母親起居，穿旗袍帶母親逛街。
他說，多年前妹妹因病去世，母親過度思念傷心，精神
出了問題，一次偶然機會他穿上女裝，扮作妹妹，母親
就變開心了。於是，他堅持穿了二十年，並說：「我為
了老人家，怕別人笑什麼呢？」 ■文/圖：《中國之聲》

青海湖首現灰頸鵐

桂 漢 女 裝 哄 母

■楊婷昨日
凌晨已返抵
重慶。
網上圖片

■■楊婷乘醫療專機楊婷乘醫療專機
回國救治回國救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今年初因把一名突發
疾病的乘客及時送院，
楊婷被評為「重慶巴士
好司機」。 網上圖片

■■楊婷昨日凌晨包楊婷昨日凌晨包
機回到重慶機回到重慶，，並送並送
往當地醫院救治往當地醫院救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眾多粉絲在為熊貓「圓舟」熱烈慶祝7
歲生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中國自然保護工作者在雲南盈江拍攝到
一段活體馬來熊的野外影像資料，進一步
確證了馬來熊在中國的分佈，被列為中國
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
據文章主要作者、香港嘉道理中國保育

的保育主任李飛介紹，去年在該單位與盈
江縣林業局合作開展生物多樣性考察時，
通過安裝的紅外線觸發相機，於去年10
月 23日拍攝到一段馬來熊視頻。李飛
說，從視頻中可以清楚看到馬來熊的典型
特徵：鼻吻部短縮，吻、面部色淺，耳朵
短圓、耳不帶毛尖，身被光滑短毛、具馬
蹄形的白色胸斑，四肢修長，前肢顯着彎
曲，前足內彎等。
文章共同作者、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

究所研究員蔣學龍博士說，中國正式的馬
來熊記錄來自1972年，研究人員當時在
雲南省綠春縣的考察中採集到一隻雌性馬
來熊，首次證明了馬來熊在雲南南部的存
在。 ■新華社

一直以來，「33333、66666、
77777、88888、99999」這樣連續
5個相同數字的車牌一般都要經過
激烈的拍賣競爭，最後掛在豪車
上。最近，廣東雲浮市民中傳說
有人不花一分錢，搖號搖到「粵
W88888」的車牌。
據悉，2016年12月2日，雲浮
「粵W66666」的車牌競拍創下了
150萬元人民幣的雲浮車牌價格紀
錄，成為雲浮「最貴鐵皮」。該
車牌的競投得主是某位石材老
闆。本次「粵W88888」的出現，
讓人也不禁懷疑是高價購買的。

「50選1」搖號搖出來
「這個粵W88888的車牌就是我

在車管所通過『50選1』搖號搖出來
的，沒花一分錢。」黃先生日前在
雲浮城區伴着他那輛「粵W88888」
的日產轎車說，他是在6月26日在
車管所為自己的車搖號的，當工作
人員告訴他搖出「88888」的靚號
時，他都驚呆了。
「太驚喜了，以前這樣的車牌

只有在拍賣會上才能拿到，一般
只有在豪車上才能見到。現在改
革選號方式，讓我們老百姓不花
錢也可用到這種靚車牌。」黃先
生激動地說。這些天，他開車到
哪裡都會引起人們拍照，不少親
朋好友知道後都會送來祝福。
「車牌號比車都值錢……」不

少市民喜歡在他車邊一邊圍觀拍

照，一邊表達羨慕之情。市民李
先生笑着說，改革後，天價車牌
也能「下嫁」平民車了，怎麼看
心裡都覺得舒服、公平。
據介紹，這次機動車號牌管理

改革後推出網上選號等服務新舉
措，所有號牌資源全部向社會公
示。 ■《廣州日報》

深圳野生動物園大熊貓「圓舟」昨日迎
來7歲生日。眾多熊貓粉絲湧入園中為
「圓舟」慶生，並送上生日禮物。
活動現場，熱情的熊貓粉絲自發地為

「圓舟」贈送了別具匠心的生日禮物。有
可愛的卡通熊貓畫，漂亮的公仔，還為
「圓舟」獻唱歌曲。深圳野生動物園還為
「圓舟」準備了一個特色的生日「蛋
糕」，是由西瓜製作而成，頂部鏤空，放
入「圓舟」平常最愛吃的食物。
深圳野生動物園飼養員介紹，「圓舟」

2010年 7月 15日出生於四川成都，於
2013年2月來到深圳，並在熊貓莊園定
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一條求助信息，近日在重慶網友的
朋友圈中刷屏。據了解，該條求

助信息走熱，是因為帖文中提到，楊
婷是重慶西部公交大學城分公司249路
的一名巴士司機，今年初，因為將巴
士上一名突發疾病的乘客及時送醫，
楊婷被評為「重慶巴士好司機」。

跟團旅遊時突然休克
據楊婷的母親肖女士介紹，楊婷今
年33歲，6月30日開始休年假，和重
慶這邊一行10人組團，去了巴峇島旅
遊。7月6日，肖女士從女兒同行的朋
友那兒了解到，當天楊婷在跟團旅遊
時突然休克，緊急送醫後被診斷為急
性腦膜炎。肖女士連夜買了機票，翌

日白天到了巴峇島。躺在醫院中的楊
婷，一直處於昏迷狀態，而另一邊高
額的醫療費用，也讓楊婷的家人感覺
壓力很大。「女兒一直住在重症監護
室裡，這筆開支一天就是800美元，還
有其他的治療費，算下來，一天差不
多要花掉2萬元，而且家裡的醫保也用
不上」。
眼看着楊婷的病情毫無起色，肖女

士和家人商量後，希望能包下一架醫
療專機，將女兒送回國內接受救治。
包機需要60萬元，換算下來，這筆費
用只夠楊婷在巴峇島治療30天。肖女
士和家人最終選擇包機回國。此時，
楊婷同事的現金捐款和向親戚借來的
錢，距離60萬元，還有超過30萬元的

巨大缺口。
求助網友，並非楊婷家人第一時間

的打算。他們一度準備賣掉房子，但
房子在楊婷名下，辦不了相關手續。
焦灼之下，楊婷的同事在「輕鬆籌」
上發起了籌款項目。
眾籌的目標金額是60萬元，不到一
周時間，超過一萬名網友為楊婷捐
款，7月 12日，籌款金額接近30萬
元，已經大致可以補上包機費用缺
口，此時籌款項目被楊婷家人主動取
消了。
從楊婷父親處獲悉，前日下午5點，
楊婷已經乘醫療專機起飛，於昨日凌
晨到達重慶，並送往當地西南醫院接
受救治。

青海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監測人
員近日在青海湖仙女灣濕地監測到中等體
型、頭部青灰色、下體偏粉色的雀形目鳥
類。通過反覆比對並經過鳥類專家的確
認，最後確定為灰頸鵐。至此，青海湖鳥
類種數已由上世紀90年代的189種增加到
223種，新增34種。
青海湖是中亞、東亞兩條候鳥遷徙路線

的交匯點。每年在青海湖遷徙停留的候鳥
達92種超過20萬隻，是中國境內候鳥繁
殖數量最多、種群最為集中的繁殖地。
青海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調研員

何玉邦介紹說，灰頸鵐在中國主要分佈於
新疆喀什西部、烏什、吐魯番中部等地，
青海全省沒有分佈和記錄，因此該記錄既
為青海湖也為青海省鳥類新記錄。

■中新社

重慶好女子巴峇島病危

一則重慶姑娘楊婷在印尼巴峇島突發急症，家人希望能包機回國救治的消息，連日來牽動人心。7

月5日，楊婷在巴峇島跟團旅遊時，患上急性腦膜炎，隨後幾天，楊婷病情惡化，並出現肺部感染

症狀。面對國外高額的治療費用，且不能使用醫保，楊婷家人希望能湊夠60萬元（人民幣，下

同），包機讓楊婷回國接受治療。 ■《北京青年報》

雲南發現野生馬來熊

熊貓粉絲為「圓舟」慶生

粵民一分錢沒花
抽中「粵W88888」車牌

網民眾籌包機回國救治

■黃先生一分錢沒花便幸運地抽中
「粵W88888」車牌。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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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百法百眾
6:30 畫時代
7:00 為食總司令
8:00 藝坊星期天
8:30 識多一點點
9:00 文化廣場
9:30 手裡劍戰隊
10:00 FAIRY TAIL魔導少年V
11:00 周日龍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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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午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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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財經透視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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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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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議事論事-議會新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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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賭海迷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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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二期萌娃雙截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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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二期單人創新雜
技

17:16 2017出彩中國人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39 焦點訪談
20:02 加油向未來2017
21:59 晚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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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名人面對面
21:00 時事直通車
21:40 領航者
22:15 築夢天下
22:45 大政商道
23:15 世紀大講堂
00:00 寶島聚焦
00:25 鳳凰精選
01:30 逐夢彼岸-中國新移民
02:15 風雲對話
02:45 龍行天下
03:30 大政商道
04:00 名人面對面
04:3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5:15 領航者
05:45 金曲點播
05:55 鳳凰精選

6:00 一粒鐘真人蘇
7:00 走進不尋常的家
7:30 天空之城帕米爾
8:00 權能時間
9:00 夢想少年
9:30 我是香港人
10:00 拉近文化
10:30 耆妙退休生活
11:30 放試
12:30 去吧！台灣住囉囉
1:00 繼續寵愛
2:00 超級旅行團
3:00 來吧冠軍
4:00 快樂地球Travel Maker
4:30 小俠森森
5:00 哈婆婆故事屋第二季
5:30 那些回憶．似曾相識
6:00 Sunday有理講
7:00 同伊
7:30 新聞最前線
8:00 身．醫．管
8:30 朝拜傲媽
9:30 空間改造王
10:30 伍姑娘真識食
11:30 十一點半最前線
11:55 歐洲國家盃女子足球賽 -

荷蘭對挪威
2:00 繼續寵愛
3:00 超級旅行團
4:00 伍姑娘真識食
5:00 娛樂新聞
5:30 同伊

06:00 早晨新聞
08:00 2蚊遊2
08:30 藝術進行中2
09:00 貓！全部都係貓
09:30 超人Orb
10:00 戀愛班長
10:30 建築 我城
11:00 十五分鐘熱度 (一周精華)
12:00 午間新聞
12:30 同2047特首上學去
13:30 犯罪現場2
15:00 體育係...
16:00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16:30 我的狗爸爸
17:00 飛天小女警
17:30 中學預備班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粵港財富通
19:00 經緯線
19:30 Interviu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恐怖醫學
21:30 歌度有...林說金曲
22:00 真PK Trip
23:00 暗殺教室
23:30 晚吹-啪啪聲，太好聽
00:00 海賊王
01:00 深宵新聞
01:30 犯罪現場2
03:00 恐怖醫學
04:00 一個地球
04:30 體育係...
05:30 風行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