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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志堅志堅（（右二右二））與與當事當事
人探討案情人探討案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白志堅在工作白志堅在工作
桌前桌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閆超傑（左）和KEN用27天時間，從河南鄭州騎
電單車到俄羅斯聖彼得堡，終於在現場觀看了一場
世界盃比賽。 網上圖片

■「陽光少年行」公益研學活動啟動。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年輕，誰都有顆勇闖江湖、縱橫四海的心，更何
況愛足球想看世界盃的人！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採訪
法國對比利時的半決賽期間，記者偶遇兩位從中國
騎着電單車前來觀看世界盃的球迷。
6月15日，兩位「80後」小夥閆超傑和KEN騎
着電單車從中國鄭州出發，歷經1.5萬公里（即3
萬里）的長途跋涉，用時27天，終於在俄羅斯時
間7月10日凌晨，抵達了聖彼得堡，第一次現場觀
看了世界盃比賽。
被問起這次騎行的初衷時，閆超傑表示：「這是

我送給自己 30 歲的禮物，人嘛，總要瘋狂一
把。」兩個月前，閆超傑才誕生這個想法，當時他
甚至連護照都沒有，更不會騎電單車。為了這次
「瘋狂」，他買來電單車，向同伴KEN現學。
與「騎行菜鳥」閆超傑不同，KEN是一位資深
騎友。10年來，他騎行到過阿爾金山、可可西
里、羌塘無人區……東南亞也早已轉遍。
赴俄之行終於開始，閆超傑沒想到，他的興奮與
緊張在到達第一站時，就歸於平淡了，剩下的只有
必須向前走的信念。

窘況不計其數 腳步並未停歇
一路上兩人遇到的窘況不計其數。雖然有導航，
但一些地方網絡信號極差，時斷時續。有一次兩人
跑着跑着沒了路，面前是一片汪洋，一折騰又是
600多公里冤枉路；還有一次，騎出去600公里，
才發現護照落在了之前住宿的旅館，只能僱當地人
開車去取；在西伯利亞一些地區，只要停下來，漫
天的吸血蟲往頭盔裡鑽，一拍就是一臉血，野營時
幾乎被咬到崩潰。騎行的一路，都在下雨，衣服濕
了乾、乾了濕……
到達俄羅斯時，兩人手中的世盃門票早已過期

10日，只能從黃牛手上買了兩張世界盃半決賽的
票，但二人依舊為能夠在現場看上比賽而開心不
已。觀賽第二日，兩人再次出發，他們準備前往芬
蘭、挪威、德國等歐洲各國……從意大利坐渡輪到
希臘，再坐渡輪到土耳其，然後沿着西亞、中亞回
到中國。「等我們回到鄭州，可能就要10月份
了」，說完，馬達聲轟鳴，兩人又出發了。

■金羊網

1994年，年僅8歲的白志堅在一次玩耍中不慎觸碰
了高壓電當場昏迷，醒來後雙手失
去知覺。經北京積水潭醫院診斷，
白志堅雙手的內部組織已全部壞
死，只能截肢。截肢、血管移植、
植皮……白志堅一共經歷了20多次
手術，前臂幾乎被切除。

少遇禍 幸得律師助
經過兩年的漫長治療，白志堅一
家回到了杭錦旗。看到兒子殘疾的
身體，白志堅的父母決定為兒子討
個說法。治療花光了家裡所有的積
蓄，請不起律師，官司一審敗訴

了。二審時，杭錦旗的田生良律師
做他們的代理律師。官司打贏了，
田律師卻分文未收。在白志堅幼小
的心裡，田律師就好像是超人一般
的存在，這讓白志堅愛上了律師這
個職業。
在醫生的建議下，白志堅開始練

習用腳寫字。筆太細，一開始只能
纏着紗布練習，皮磨破了就包紮好
繼續練。現在，白志堅用來寫字的
右腳腳趾已經變形，比正常的左腳
趾長出很多。

成律師 幫獲救命錢
2008年，白志堅以優異的成績考

進了杭錦旗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成
了一名法律工作者。2013年，白志堅
考取了律師資格證，後來又擔任了杭
錦旗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參加工作後，白志堅覺得用腳寫

字不合適，於是不斷嘗試別的書寫
方法。無數次練習後，白志堅已經
可以用斷肢夾着筆寫字了。
2016年8月，杭錦旗女孩劉原的父

親不幸遭遇車禍，成為植物人。這
一噩耗讓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如遭滅
頂之災。看着家中殘疾的母親和躺
在床上的父親，正在讀高三的劉原

只能中斷學業，
用瘦弱的雙肩扛起了這個家。同年
10月，白志堅受理了劉原的法律援
助案件。在積極奔走後，白志堅為
劉原拿到了先予執行的15萬元救命
錢。雖然劉原的父親最終還是離開
了人世，但無償的法律援助減輕了
家庭的負擔，也給予了女孩溫暖的
心靈慰藉。在白志堅的努力下，劉
原和母親共得到賠償款71萬餘元。
「法律援助受理範圍決定了當事

人多為弱者，如果法律不為他們撐
腰，誰來撐？」白志堅說。

昨日，在河南鄭州舉行的大別山
旅遊合作區2018旅遊產品推介會
上，一場以「旅遊+公益研學」的
創新模式，助力大別山區域千名少
年陽光成長的「陽光少年行」公益
活動拉開序幕。
大別山位於湖北、河南、安徽三

省交界地帶，因山區交通不便利等
因素，大別山有連片的貧困區域。

2015年，國務院批覆《大別山革命
老區振興規劃》，明確大別山為全
國重要旅遊目的地。
「陽光少年行」活動由大別山旅

遊合作區、商城慈善總會、麻城慈
善總會、大別明珠旅遊綜合開發有
限公司聯合主辦，是大別山旅遊合
作區發起設立的一項由旅遊上升到
愛心公益層面的活動，不少社會愛

心人士和企業通過該活動反哺社
會。據大別山旅遊合作區秘書長胡
余軍介紹，是次活動資助了來自鄂
豫皖三省大別山區域家境貧寒的千
名少年，讓他們有機會走出家門和
校門，一圓研學旅遊夢；幫助他們
更好地認識鄉情、省情和國情；並
助力孩子們陽光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河南報道

十年法援路
為弱者撐腰
400餘份法律文書、2,000多人次法律諮詢、

200餘件法律援助案件、300餘名法律援助受助

人、600餘萬元（人民幣，下同，約合港幣703

萬元）賠償款……10年時間裡，內蒙古鄂爾多斯

市杭錦旗的「無手律師」白志堅，用自己的實際

行動為弱勢群體撐起一片藍天。 ■《工人日報》

「陽光少年行」助大別山貧生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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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國」炸大選集會增至132死

泰國清萊府少年足球隊成員和教練上周二全數
獲救後送院治理，公共衛生部發放最新影片，顯示
少年們精神奕奕，並雙手合十報平安，部長比耶沙
戈昨日表示，各人的心理和身體康復進度良好，將
於周四出院，笑言他們一舉一動受各界關注，在他
們出院前，須讓他們和家人做好心理準備。
隨着少年逐漸康復，他們的家人已可和少年面
對面接觸，無須隔着玻璃探望，但醫院暫時仍限制
他們有身體接觸，避免少年遭傳染疾病。
其中一名首先發現少年的潛水專家斯坦頓直

言，搜索行動充滿不確定性，無法確認少年仍然生
還，當尋獲各人時感到難以置信。他憶述當時少年
和教練在岩石上，他和隊員隨即點算人數，發現
13人全部生還，心情非常激動，感覺如釋重負。

泰王追封救人英雄
泰王哇集拉隆功昨日宣佈，向在救援期間犧牲

的前海軍海豹突擊隊上士沙曼，追授晉升為少校，

並授予「一等騎士」頭銜。另外，泰國昨日有逾
4,000名義工到泰少年曾受困的「睡美人洞」外收
拾和清潔。 ■《曼谷郵報》/美聯社

來自日本東北大學、名古屋大學和美國康奈爾
大學的研究團隊，周四在美國《科學》雜誌發表
研究報告，表示發現一種特定基因，令種植於洪
水頻發的東南亞等地的「浮稻」，在被水淹沒時
能令其迅速長高，並將葉子伸出水面繼續生長。
東北大學植物生理學助理教授黑羽剛表示，這項
成果有助研發應對異常天氣等環境變化的品種。
研究團隊對種植於日本和孟加拉合共68種水

稻的DNA排序進行比較，從孟加拉浮稻的特殊
變異中發現了SD1基因，與水稻調節自身高度有
關。研究報告稱，浮稻被水淹沒時，會在體內積
聚植物激素乙烯，在隨乙烯一同增加的一種蛋白
質影響下，SD1基因會大量產生SD1蛋白質，
SD1蛋白質合成的植物激素赤霉素會促進水稻生
長。
團隊在進行的實驗中發現，被水淹沒的日本

水稻高度基本上沒有變化，而浮稻則在一周內長
高了約70厘米，尖端伸出水面。黑羽透露，上
世紀60年代以後推廣種植矮生品種水稻，導致
水稻普遍喪失SD1基因機能。

■共同社/InsideScience網站/
ScienceDaily網站

荷里活女星施嘉莉祖安遜上周宣佈接拍新片
《Rub & Tug》，飾演跨性別的美國色情行業
大亨吉爾(Dante Tex Gill)，招致部分LGBT(同
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者)人士炮轟，認為這
角色應由真正的跨性別演員主演。施嘉莉祖安
遜前日宣佈辭演，並表示會繼續加深對跨性別
人士的理解。
《Rub & Tug》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吉爾於
1970和1980年代經營按摩院，掩飾提
供妓女賣淫服務，生意龐大，成為色
情行業的傳奇人物。吉爾的生理性別為
女性，但作男性化打扮，更自稱為
男性。施嘉莉祖安遜上周表示，
許多演員飾演跨性別人士角色
均表現出色，但前日在壓力下
宣佈辭演。她在LGBT雜誌《Ot》
發表聲明稱，「我們對跨性別人
士的文化理解持續增加，從這群
體學會了許多，發現原本的想法
敏感度不足，我理解為何許多人
認為吉爾應由一名跨性別者演
出」。 ■美聯社/《每日郵報》

泰少足鬼馬擺甫士
周四出院

浮稻現特定基因
水淹沒後迅速長高

施嘉莉祖安遜
辭演跨性別角色

巴基斯坦將於本月25日舉行大選，

俾路支人民黨前日在俾路支省默斯東市

舉行競選集會期間，遭受自殺式炸彈襲

擊，死亡人數增至132人，當中包括省

議會候選人賴薩尼，另有近300人受

傷，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承認施

襲，但未透露原因。今次是巴基斯坦自

2014年以來最血腥恐襲，在事發後數

小時，因貪污罪被判囚10

年的前總理謝里夫，偕

女兒瑪麗亞姆從英國倫敦

回國，隨即被扣押於首都伊

斯蘭堡市郊監獄，其發言人

表示，謝里夫將提出上

訴及要求保釋。

巴基斯坦前總理
回國被捕

巴基斯坦反腐敗法院本月6日
判處謝里夫10年監禁、瑪

麗亞姆7年監禁，理由是謝里夫
及其家人未能說明購買倫敦4處
房產的資金來源，沒有向政府申
報這些房產。謝里夫和瑪麗亞姆
缺席當天審判。謝里夫多次否認
自己及家人行為不當。謝里夫妻

子庫爾蘇姆 2017
年確診患喉癌，
到倫敦住院就
醫。謝里夫和
女兒近期在
倫敦照顧庫
爾蘇姆。
曾 任 3
屆巴基斯
坦總理的

謝里夫，目前不
能參與大選，中東研究院
政治分析師指，巴基斯坦
大選選情拉緊，近期民

調顯示，前板球名將伊姆蘭．汗領
導的反對黨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對
執政黨構成挑戰。謝里夫所屬的執
政黨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雖然預
料仍能取得執政黨地位，但有機會
僅組成脆弱的聯合政府，謝里夫回
國可能是想為政黨拉票。

大選日逾37萬兵戒備
鄰近默斯東的首府奎達，昨日
街上冷冷清清，幾乎看不見競選
活動。有居民在街頭掛上橫額，
寫上「停止殺害國民，停止流
血」，以及「鐵腕鎮壓恐怖主義和
恐怖分子」，有律師戴上黑色臂
帶及取消上庭，向死難者致哀。
伊斯蘭黨前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
舉行的競選集會亦發生自殺式炸
彈襲擊，造成4人死亡。巴基斯
坦大選前暴力頻生，軍方表示會
於大選投票日部署逾37萬名士兵
戒備。 ■美聯社/《紐約時報》 ■■施嘉莉祖安遜施嘉莉祖安遜

■其中一名獲救少年在醫院展示「大隻」姿勢，向民
眾報平安。 美聯社

■■謝里夫謝里夫((左左))與女兒瑪麗亞姆與女兒瑪麗亞姆
乘飛機返回巴國乘飛機返回巴國。。 法新社法新社

■■支持者歡迎謝里支持者歡迎謝里
夫回國夫回國。。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