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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自貴州畢節的自貴州畢節的2323歲母親查美和大她歲母親查美和大她99歲歲
的丈夫劉洋是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岔河的丈夫劉洋是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岔河

鎮岔河村人鎮岔河村人，，兩年前經人介紹兩年前經人介紹，，相戀後進入婚相戀後進入婚
姻殿堂姻殿堂。。去年中秋節去年中秋節，，經過剖腹產手術經過剖腹產手術，，查美查美
生下一名男嬰生下一名男嬰，，取名天天取名天天（（化名化名）。）。
查美近日接受採訪時表示查美近日接受採訪時表示，，天天一出生就天天一出生就
有點異常有點異常，，肚子一直鼓鼓的肚子一直鼓鼓的，，身體有點發身體有點發
黃黃，，但他們沒有足夠重視但他們沒有足夠重視，，當地老人說一般當地老人說一般
小孩都會有點黃疸症小孩都會有點黃疸症，，多喝點水就好了多喝點水就好了。。然然

而而，，隨着天天的情況越來越糟隨着天天的情況越來越糟，，查美只好把查美只好把
天天送進當地醫院治療天天送進當地醫院治療，，最後確診天天是先最後確診天天是先
天性膽道閉鎖天性膽道閉鎖，，醫生建議轉院至重慶醫科大醫生建議轉院至重慶醫科大
附屬兒童醫院附屬兒童醫院。。

肝功能消退肝功能消退 有生命危險有生命危險
查美表示查美表示，，在重慶醫科大附屬兒童醫院住在重慶醫科大附屬兒童醫院住

院期間院期間，，天天的病情得到控制天天的病情得到控制。。然而然而，，春節春節
期間期間，，天天的病情復發天天的病情復發，，高燒不退高燒不退。。醫生建醫生建

議肝臟移植議肝臟移植，，而且最好是親體移植而且最好是親體移植，，但做手但做手
術需等一段時間術需等一段時間，，而天天可能堅持不了太而天天可能堅持不了太
久久。。
為了盡快做肝臟手術為了盡快做肝臟手術，，劉洋劉洋、、查美把天天查美把天天
轉院至上海交通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轉院至上海交通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天天天天
的主治醫生羅醫生表示的主治醫生羅醫生表示，，經過治療經過治療，，天天的天天的
病情有所緩解病情有所緩解，，要挽救天天的生命要挽救天天的生命，，換肝是換肝是
最好的選擇最好的選擇，，因其膽道閉鎖因其膽道閉鎖，，肝功能已不斷肝功能已不斷
消退消退，，有生命危險有生命危險；；天天的母親查美為了救天天的母親查美為了救
子子，，主動提出願意捐獻自己的肝臟主動提出願意捐獻自己的肝臟。。他已給他已給
查美做了體檢查美做了體檢，，體檢結果顯示體檢結果顯示，，她的肝臟跟她的肝臟跟
天天匹配天天匹配，，近期能為天天做移植手術近期能為天天做移植手術。。
羅姓醫生表示羅姓醫生表示，，此次手術的成功率高達九此次手術的成功率高達九

成成，，換肝後天天有望痊癒換肝後天天有望痊癒，，手術費用在手術費用在1212

萬元萬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至至1818萬元之間萬元之間。。

散盡積蓄治療散盡積蓄治療 拖傷帶病奔走拖傷帶病奔走
查美稱查美稱，，現在換肝手術準備就緒現在換肝手術準備就緒，，但巨額但巨額
的治療費用讓他們兩個發愁的治療費用讓他們兩個發愁。。據查美介紹據查美介紹，，
她之前在美容院工作她之前在美容院工作，，懷孕後辭去工作懷孕後辭去工作，，丈丈
夫多在工地打工夫多在工地打工，，沒有固定收入沒有固定收入，，為了給天為了給天
天治療天治療，，他們已經花了約他們已經花了約1212萬元萬元，，不僅花不僅花
光了全家的積蓄光了全家的積蓄，，還向銀行貸款了還向銀行貸款了55萬元萬元，，
無力承擔此次的無力承擔此次的1010多萬元的換肝手術費多萬元的換肝手術費
用用。。
岔河村一名村幹部表示岔河村一名村幹部表示，，劉洋劉洋、、查美夫妻查美夫妻
長年在外打工長年在外打工，，家裡還有年邁的老人家裡還有年邁的老人，，天天天天
患病後已申請納入村裡的低保戶患病後已申請納入村裡的低保戶。。通過劉通過劉

洋洋、、查美夫妻發動的輕鬆籌查美夫妻發動的輕鬆籌，，截至截至44月月11日日
共籌到共籌到11,,700700餘元餘元。。
查美的丈夫劉洋表示查美的丈夫劉洋表示，「，「其實很多人包括其實很多人包括
家裡人都勸我們放棄了家裡人都勸我們放棄了，，但小孩子真的太可但小孩子真的太可
愛了愛了，，我們捨不得呀我們捨不得呀！」！」劉洋坦言劉洋坦言，，家人都家人都
反對做換肝手術反對做換肝手術，，尤其是妻子的母親尤其是妻子的母親，，說妻說妻
子剛剖腹產子剛剖腹產，，再動刀做手術再動刀做手術，，擔心身體承受擔心身體承受
不住不住。。據劉洋介紹據劉洋介紹，，妻子坐月子沒得到很好妻子坐月子沒得到很好
的休息的休息，，整天為兒子的病情東奔西走整天為兒子的病情東奔西走，，剖腹剖腹
產的傷口一個多月沒有閉合產的傷口一個多月沒有閉合，，其間還發炎流其間還發炎流
膿膿，，醫院給她做了二次切合醫院給她做了二次切合。。
對於家人的反對對於家人的反對，，查美哽咽着說查美哽咽着說，，她會反她會反
問自己的母親問自己的母親，「，「假如是我得了這種病需要假如是我得了這種病需要
你換肝你換肝，，你會不會換呢你會不會換呢？」？」

66個月大的兒子患有先天性膽道個月大的兒子患有先天性膽道

閉鎖閉鎖，，由於孩子母親身體狀況和由於孩子母親身體狀況和

家庭經濟能力的局限家庭經濟能力的局限，，很多人包很多人包

括他們家人都勸他們放棄孩子的括他們家人都勸他們放棄孩子的

治療治療，，然而家人的反對然而家人的反對，，更加堅定了孩子母更加堅定了孩子母

親割肝救子的決心親割肝救子的決心。。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太陽從海平面上漸漸升起，水中的小船隨波蕩
漾……在中國東北城市瀋陽玖伍文化城，印象派畫
家克勞德．莫奈的400多幅作品通過3D技術進行
動態展現，一場不同於傳統觀展模式的藝術盛宴正
在當地上演，將持續至6月24日。

實景打造 身臨其境
莫奈是法國畫家，被譽為「印象派領導者」，是

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創始人之一。本次《印象莫奈：
時光映跡藝術展》由「印象的旅程」、「曼妙的巴
黎」、「日出的印象」等七大展區組成，以莫奈的
一生為主線，實景再現莫奈生前喜愛的場所，以不
同時期創作的作品表現莫奈人生的不同階段，比如
實景打造的位於法國吉維尼小鎮上的莫奈工作室，
散亂的書桌、歐式風格的沙發，讓觀眾身臨其境般
感受莫奈創作靈感的源泉。
展覽採用3D結構投影技術，將畫作變「活」，呈
現出流動的觀賞效果，動靜態畫面交替，生動展現了

《日出．印象》、《魯昂大教堂》等著名畫作以及神
秘的莫奈花園。在高科技的幫助下，莫奈印象派畫作
的特點被不斷放大——模糊的輪廓、朦朧的色彩，
每一幅畫作細膩的筆觸都能通過大屏幕纖毫畢現。
「此次展覽融入了多元化的美陳裝置。花藝場

景、多重音樂融入、3D結構投影技術以及智能體
感互動等設置，為觀眾帶來了沉浸式藝術展的新體
驗。」工作人員朴志涓告訴記者。 ■新華社

「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張
伯駒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展」
昨日在故宮博物院武英殿拉開帷
幕。本次展品數量達33件套，
包括李白真跡《上陽台帖》、唐
寅繪畫《王蜀宮妓圖》等傳世佳
作悉數亮相。展覽不單獨售
票，憑故宮博物院門票可免費
參觀，展期至5月6日結束。
張伯駒是中國的著名愛國

民主人士，也是著名書畫鑒
藏家。此次紀念展由故宮博
物院與張伯駒潘素文化發展
基金會、中國國家博物館、
吉林省博物院共同舉辦，以
表達對張伯駒先生的懷念。
展覽展出的都是國有博物館

中經張伯駒鑒藏的古書畫，分

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吉
林省博物院三個部分，每部分
之下按照文物的時代排序。展
品數量達33件套，是張伯駒
鑒藏書畫的一次大匯聚。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琳 北京報道

記者從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獲
悉，考古專家近期在西藏拉薩孜孜榮村
發現一處時跨早期金屬時代和吐蕃王朝
以後兩個時期的孜孜榮岩畫，不僅為少

有的西藏中部岩畫研究增添了新資料，也為探
尋西藏不同時期文化提供了研究依據。
據西藏自治區文物研究所考古研究人員何偉

介紹，此次發現的孜孜岩畫位於西藏拉薩市東
部孜孜榮村覺布山西側山崖下，現存的4幅岩
畫刻有馬、鹿、羊、狗、單人、騎射、騎行、
射箭、佛塔、萬字符等圖案，與西藏中部地區
林芝發掘的色沃岩畫內容相像。 ■新華社

印象莫奈展瀋陽啟幕 3D技術「活」化藝術

寶貝心 先天寶貝心 先天
母願割肝續兒命母願割肝續兒命

故宮展張伯駒藏品故宮展張伯駒藏品
紀念其誕辰紀念其誕辰120120周年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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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榮岩畫局部。 中新社

■天天的入院記錄。網上圖片

■■展區將莫奈畫作打造成展區將莫奈畫作打造成33DD
實景體驗拍照區實景體驗拍照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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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唐寅的《王蜀宮妓圖》
軸。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硅谷成都互設科技金融中心 雄安新區首家雙創中心開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記者近日從成都高新區獲悉，為整合國際

創新資源，該區與硅谷城市群（都柏林

市、山景市、門洛帕克市）及硅谷管理諮

詢公司Him Group集團簽署合作諒解備忘

錄，Him Group集團將聯合硅谷城市群注

資3,000萬美元，在成都高新區成立「成

都-硅谷科技金融中心」，在硅谷設立

1,000平方米的科技金融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明 北京報
道）記者日前在北京閉幕的陝西蘋果推
介周上獲悉，隨着陝西蘋果產業不斷轉
型升級，全產業鏈吸納從業人口超過千
萬，已成為陝西脫貧致富的主導產業。
陝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魏增軍介紹，陝

西是中國農耕文明的發源地，蘋果栽培
歷史悠久。近年來，在習近平總書記
2015年2月視察陝西時提出的「果業強、
果農富、果鄉美」的目標指引下，目前全
省已建成全國蘋果生產基地縣45個，其
中一半為國家級貧困縣，種植面積1,100
多萬畝，產量1,100多萬噸，穩居全國第
一；產量佔到全國近1/3、世界1/7，濃縮
果汁出口量佔全國1/2和世界1/3。

「小蘋果 大產業」基本形成
目前以蘋果為主的陝西果業拉動全省

200萬農戶近1,000萬農業人口從業，45
個蘋果基地縣農民年均收入已超過
10,000 元人民幣，基本形成了「小蘋
果，大產業」、「一個產業鏈，脫貧一
千萬」的脫貧致富格局。
據介紹，此次進京推介會，是陝西蘋
果「三年百市」品牌提升行動的首秀，
咸陽、延安、寶雞、銅川、榆林、渭南
等各市悉數參加。在接下來的三年時間
裡，「三年百市」推介活動將走遍全國
100個大中城市，為陝西果業「樹形象、
強品牌、拓市場、助扶貧」。

■陝西省扶風縣下崗職工李立剛通過蘋果產業脫
貧，帶動當地農民共同致富。圖為李立剛夫婦在推
介周上展示他們的「勵志蘋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綠地控股宣佈將在雄安新區牽頭投
資建設一家交通學院，並引入俄羅斯教
育資源。由綠地控股、石家莊鐵路職業
技術學院與莫斯科國立交通大學的代表
歐亞國際協會三方合作辦學，將共建石
家莊鐵路職業技術學院-莫斯科交大交通
學院（雄安）。
而近日開業的雄安綠地科創中心的定位

是助力全國新能源、生物醫藥、信息工
程、新材料和環境保護等多個領域在雄安

新區的服務平台，由綠地與清華控股合作
開發。項目總面積近1.7萬平方米，目前
已擁有因果樹等11家入駐企業和近二十家
準入駐企業，行業涉及人工智能、網絡安
全、虛擬現實、新零售、在線教育、創業
媒體、企業服務等多個領域。
此外，雄安雙創服務聯盟亦在雄安綠

地雙創中心宣佈成立，這是雄安首個專
門針對創新創業機構提供服務的行業聯
盟，旨在為創新者、創業者提供全要素
生態價值環的雙創服務。

北方國際單車展成交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
道）第18屆中國北方國際單車展日前在
津舉行，600多家海內外企業參展，標準
展位創紀錄達到6,000多個，約30萬人次
觀展。
作為中國北方規模最大的單車展會，

本屆展會囊括了中國內地單車行業的所
有一線品牌，以及海外眾多知名品牌。

參展範圍包括單車、電動車整車及零配
件、共享單車、童車及零部件、老年代
步車、新能源車等等。在三天的會期
裡，包括海外100多家專業買家組團在內
的300多家經銷商與參展企業舉辦了數百
場接洽會，配套商供應會100多場。據組
委會初步統計，本屆成交總量和成交額
均已超過歷屆最高水平（1,357 萬輛、
117.3億元人民幣），升幅約10%-20%。

傳統單車品牌需轉型升級迎挑戰
天津市自行車電動車協會理事長劉學

權接受採訪時表示，共享單車對單車企
業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在給一些企業帶
來訂單紅利的同時，對傳統單車品牌和
渠道的衝擊非常之大，但同時也推動了
企業不斷轉型升級，使用新技術、新工
藝，開發新產品。

「成都-硅谷科技金融中心」內設三
大業務板塊，包括「成都-硅谷

技術轉移中心」「成都-硅谷金融服務中
心」，以及在美國硅谷設立「成都-硅谷自
貿之窗」。雙方將以「科技金融中心」為
平台，在人工智能、信息技術、生物醫

藥、科技金融（FinTech）等領域開展全方
位合作，整合國際創新資源，支持本土創
新企業積極「走出去」，使不同階段的項
目在中美之間得到互相支持、實現優勢互
補。
「『成都-硅谷科技金融中心』將以有限

責任公司模式經營，在成都高新區和硅谷
兩地雙向落地。」成都高新區負責人介
紹，該項目由Him Group集團提供運營管
理、項目配資及諮詢服務，成都高新區、
硅谷兩地統一管理，使不同階段的項目在
中美之間得到互相支持、優勢互補。

■三方簽署合
作備忘錄。
香港文匯報
四川傳真

■展會上展出的「最貴單車」，據稱價值
10萬元人民幣，吸引不少觀眾的目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
國家發展改革委日前批覆同意新疆建3個煤
礦項目，以推進新疆大型煤炭基地建設，
保障能源穩定供應，優化煤炭產業結構，

促進煤炭化工一體化發展。
這3個核准批覆項目分別是位於霍城縣的

伊犁四號煤礦項目，項目總投資37.97億元
(人民幣，下同)，建設規模為年產600萬

噸；位於哈密市的新疆大南湖礦區西區二
號露天煤礦一期工程項目，一期工程總投
資25.17億元，規模為年產600萬噸；位於
吉木薩爾縣的新疆准東五彩灣礦區一號露
天煤礦一期工程項目，一期工程總投資
15.80億元，建設規模為年產700萬噸。三
個項目均配套建設選煤廠。

新疆3煤礦項目總投資79億

蘋果產業帶動陝西千萬人脫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肖剛甘肅報道) 在
日前舉行的港澳旅行商交響絲路·如意甘
肅行考察活動中，5家香港旅遊企業與5家

甘肅旅遊企業簽約，攜手合
作，共同開發旅遊產品，互送
客源。香港旅遊事務署助理專
員李湘原表示，未來，香港和
甘肅優勢互補，攜手開發更多
一程多站旅遊路線。
甘肅省旅發委副主任火玉龍

表示，甘肅旅遊收入和接待人
數增速連續5年位居全國前
列，2017年，接待國內外遊

客2.39億人次，實現旅遊綜合收入1,580
億元人民幣，分別增長了25%和29%。

港隴旅行商簽約拓一程多站遊

■香港、甘肅兩地旅遊企業簽署合作協議。 肖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