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明人士能修車？你相信嗎？在
湖北襄陽市就見到了一對孿生兄
弟，哥哥名叫周付喜，弟弟名叫周
成喜，他們不僅會修車，而且還是
遠近聞名的修車能手。

視網膜脫落致失明
上世紀60年代，兩兄弟的父親就

是當地有名的拖拉機手，兄弟倆從
小就喜歡研究拖拉機以及各種農機
設備。1992年，年僅24歲的周付喜
被診斷為視網膜脫落，因沒條件到
大醫院做手術，從此和光明告別。
但他拒絕向命運低頭，開始摸索

盲眼維修農機技巧，慢慢練就一身
過硬的維修本領。
為了讓哥哥少在外面奔波，弟弟

周成喜幫周付喜開起了農機維修
店。因為手藝好，收費公道，周付
喜修理部深受當地村民歡迎。
但是好景不長，2009年，周成喜

也因同樣問題失明。自此，兄弟二
人共同開辦「盲人修車」修理部，
為鄉鄰服務。

摸索練就聽摸絕活
兄弟倆不斷摸索、學習，練就了

聽、摸絕活。精湛的維修技藝越傳
越廣，修理部的生意越來越好，周
邊十堰、鄧州、新野等地的農機手
紛紛慕名前來，向他們「問診」農
機方面的疑難雜症。
2016年，兄弟多方籌措資金成立

襄州區佳富天宇農機專業合作社，
除了維修農機，還承接農機具定
做、加工、改裝、銷售以及農機作
業服務。 ■中新網

在吉林長春偽
滿皇宮博物院，
來自異國的留學
生們身穿旗袍、
滿族民族服裝，
感受中國女性傳
統服飾的魅力。
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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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就滿90歲的新疆「阿帕」（意為母親）依斯汗從上世紀

70年代開始，在25年間陸續接收過30多名因父母在山裡草場

工作、而獨留山下上學的牧區孩子在她家生活。在

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依斯汗從未收取過孩

子或家長送來的任何錢物。如今，接受過幫

助的孩子已悉數成家立業，依斯汗的「兒

孫」們已多達128人。 ■新華社

依依斯汗出斯汗出
生於生於 19301930

年年，，她的父母都她的父母都
是貧困農牧民是貧困農牧民。。從從
七八歲起就和父母七八歲起就和父母
一起到一起到「「巴依巴依」」
（（意為地主意為地主））家打工家打工，，新中新中
國成立後當上國營牧場職工國成立後當上國營牧場職工，，
趕着牧場的牛羊在阿爾泰山區轉場趕着牧場的牛羊在阿爾泰山區轉場
放牧放牧。。
根據牧場安排根據牧場安排，，依斯汗在依斯汗在19751975年前後下山年前後下山

定居定居。。但許多同事仍要四季轉場但許多同事仍要四季轉場，，年幼的孩子年幼的孩子
到了上學年齡到了上學年齡，，草場上卻沒有學校可去草場上卻沒有學校可去。。

子女與收養童均分食物子女與收養童均分食物
「「父母在山裡的草場父母在山裡的草場，，學校在山下的場學校在山下的場
部部，，騎馬一天時間都到不了場部騎馬一天時間都到不了場部，，我不讓孩子我不讓孩子
們來家裡們來家裡，，他們上學咋辦呢他們上學咋辦呢？」？」就這樣就這樣，，本和本和
丈夫育有丈夫育有99個子女的依斯汗個子女的依斯汗，，拮据的家裡再平拮据的家裡再平
添六七個孩子添六七個孩子，，負擔陡增負擔陡增。。
依斯汗回憶依斯汗回憶，，有一回有一回，，她她99歲的兒子木黑提歲的兒子木黑提
進了家門就喊餓進了家門就喊餓，，要求多給他盛些飯要求多給他盛些飯，，還想提還想提
前吃前吃，，依斯汗臉一沉依斯汗臉一沉，，厲色拒絕了這一請求厲色拒絕了這一請求。。
從此從此，，家裡的飯桌上多了位家裡的飯桌上多了位「「公證員公證員」，」，木黑木黑
提的四姐負責監督弟妹們嚴格均分食物提的四姐負責監督弟妹們嚴格均分食物。。
牧民的孩子住在依斯汗家的時間有長有牧民的孩子住在依斯汗家的時間有長有

短短：：長則八九年長則八九年，，短則二三年短則二三年。。
「「那時那時，，家裡兩張長長的土炕擠滿了人家裡兩張長長的土炕擠滿了人，，爐膛爐膛
上架着密密麻麻的褲子和球鞋上架着密密麻麻的褲子和球鞋，，晚上我睡覺時媽晚上我睡覺時媽
媽在幹活媽在幹活，，早上我睡醒後她還在忙碌早上我睡醒後她還在忙碌。」。」曾在依曾在依
斯汗家住到初中畢業的布森加布回憶着說斯汗家住到初中畢業的布森加布回憶着說，「，「我我

只是個普通的農民只是個普通的農民，，但有個偉大的但有個偉大的『『老師老師』。」』。」

助人只望回報一聲助人只望回報一聲「「阿帕阿帕」」
19851985年年，，依斯汗的丈夫因病早逝依斯汗的丈夫因病早逝，，但仍有但仍有

孩子向她求助孩子向她求助。。依斯汗白天要為牧場工作依斯汗白天要為牧場工作，，晚晚
上要負責孩子們吃喝拉撒上要負責孩子們吃喝拉撒。。依斯汗依斯汗5050多年的多年的
朋友何桂花最知道這其中的苦朋友何桂花最知道這其中的苦。。
「「經常到了凌晨一兩點經常到了凌晨一兩點，，她家的煤油燈還她家的煤油燈還
亮着亮着，，她在給孩子補衣服她在給孩子補衣服、、縫褲子呢縫褲子呢！」！」7575
歲的何桂花心疼地說歲的何桂花心疼地說。。
依斯汗從未將自己的付出作為商品進行交換依斯汗從未將自己的付出作為商品進行交換，，

她沒有收取過孩子或家長送來的任何錢物她沒有收取過孩子或家長送來的任何錢物。。
童年吃盡苦頭的依斯汗只記得一句話童年吃盡苦頭的依斯汗只記得一句話，，來來
自她善良的母親自她善良的母親：「：「要記得幫助別人要記得幫助別人，，你會得你會得
到回報的到回報的。」。」
這回報究竟是什麼這回報究竟是什麼？「？「是那一聲是那一聲『『阿帕阿帕』』
（（意為母親意為母親）。」）。」依斯汗說依斯汗說，「，「走到外面總有走到外面總有
孩子認出我孩子認出我、、喊我喊我，，能得到那麼多人尊重能得到那麼多人尊重，，是是
年輕時做夢都想不到的事年輕時做夢都想不到的事。」。」

■■依斯汗依斯汗((左左))與朋友與朋友
交談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失明兄弟摸成修車高手

據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林
業局消息，為進一步保護亞洲象，
西雙版納州勐海縣將對2,063畝亞洲
象棲息地進行改造，並建設亞洲象
食源基地，在宜林荒山荒地和其他
無立木林地上種植768畝亞洲象喜食
植物。目前選址工作已經完成。有
關負責人說，棲息地改造和食源基
地建設將進一步保障群眾的生命財
產安全，減緩「人象衝突」。
據介紹，目前勐海縣區域內有18頭

亞洲象，其活動範圍覆蓋勐阿鎮和勐

往鄉約3.5萬人。象群主要以農戶種植
的甘蔗、玉米、竹子和香蕉等為食，
並已逐漸形成依賴。在其取食過程
中，可能對家畜、房屋等造成不同程
度的傷毀，加之其活動區域村寨密
集，人象活動區域重疊性高，偶有野
象傷人致死案件發生。
亞洲象是中國一級重點保護動物，

主要生活在雲南西雙版納州、普洱市
和臨滄市。近年來，隨着政府保護力
度加大，野象數量有所增加，但仍處
於極度瀕危狀態。 ■新華社

雲南建亞洲象食堂 緩解人象衝突

■■依斯汗的全家福依斯汗的全家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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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顧客前來請「失明兄弟」維
修農機件。 網上圖片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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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內地通脹放緩 2月CPI升1.5%
專家料未來幾月豬肉價漲 或帶動漲幅回升

雞蛋、豬肉等食品價格下降，帶動
CPI同比連續第四個月回落。2月食

品價格上漲0.7%，漲幅比上月回落1.2個
百分點。其中，受豬瘟擴散影響，2月豬
肉價格下降4.8%，降幅擴大1.6個百分
點；雞蛋、水產品價格亦分別下降7.4%
和2.5%。非食品價格中，柴油和汽油價
格分別下降3.1%和3.0%，連續三個月同
比下降。

漲幅受節日及天氣影響
從環比看，受節日效應和部分地區雨
雪天氣等影響，CPI環比漲幅擴大0.5個
百分點至 1%。其中，食品價格上漲
3.2%，漲幅比上月擴大1.6個百分點，鮮
菜、鮮果和水產品價格分別上漲15.7%、
5.4%和4.0%；豬肉價格小幅反彈，環比由上
月下降1.0%轉為上漲0.3%。

非食品價格環比漲幅也比上月擴大0.2
個百分點至0.4%。其中，旅行社收費、
飛機票和賓館住宿價格分別上漲7.4%、
5.1%和3.3%，電影票價格上漲6.8%，柴
油和汽油價格分別上漲3.9%和3.6%。
在工業品價格方面，由於原油價格企

穩，帶動2月PPI環比降幅收窄0.5個百
分點至0.1%，但同比持平，仍處低位。
主要行業中，環比價格由降轉升的有石
油和天然氣開採業、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
業、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降幅

擴大的有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
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受汽車消
費疲弱影響，汽車製造業價格由上月持
平轉為下降0.2%。

油價反彈PPI受益回升
興業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王涵指出，

PPI環比降幅大幅收窄，使2月PPI同比
企穩。PPI回升一方面受到國際能源價格
回升影響。另一方面指向前期經濟政策
已現效果，大企業國內訂單明顯回升，
項目需求邊際回暖導致主要原材料價格

回升，早前公佈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的購進與出廠價格雙雙回升，
PPI通縮壓力有一定緩解。
對於未來物價走勢，王涵認為，近期

豬價開啟跳漲，疊加去年低基數，未來
幾月豬價可能帶動CPI回升，整體來看，
CPI同比上行有限，對貨幣政策難以形成
制約。而由於短期托底政策效果有所顯
現，疊加春季開工季，以及全球原油價
格的回升，PPI環比短期改善，二季度通
縮壓力有所緩解。
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首席經

濟學家鍾正生則提醒，受益於油價大幅
反彈和基建預期持續升溫，疊加去年同
期環比基數較低，PPI同比或在一季度出
現階段性反彈。但油價下半年或將走
弱，以及去年二、三季度基數高峰，後
續通縮壓力或重新加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數據

顯示，2月內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同比上漲1.5%，比上月下

降0.2個百分點，為2017年 8月

以來最低；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

（PPI）同比上漲0.1%，與1月持

平，仍為2016年10月以來最低。

專家預計，未來幾月豬肉價格上

漲可能帶動CPI漲幅回升，但總體

通脹溫和，對貨幣政策難形成制

約。而短期托底經濟政策開始見

效，疊加春季開工季，以及全球

原油價格的回升，PPI環比短期改

善，二季度通縮壓力有所緩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中
國航空工業集團昨日消息，根據研製
計劃，中國自主研製的新一代70座級
渦槳支線飛機「新舟」700的機體結構
供應商將於2019年3月起陸續開始大
部件交付。目前，「新舟」700飛機
已獲得 11家客戶簽訂的 285 架意向
訂單。
中國航空工業表示，首架機將於

2019年9月總裝下線，並力爭在年底前
實現首飛目標。
「新舟」700飛機是國家民用飛機

「兩幹兩支」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
部分。今年2月，該項目詳細設計階
段工作通過專家評審。
目前，該項目全面進入生產試製與

驗證階段。「新舟」700飛機機頭、前
機身、貨艙門等已陸續展開組件裝配

工作，機翼已開始部件總裝工作。
「新舟」系列飛機是由中國航空

工業西飛民機公司自主研發生產的
支線客機，其家族成員還包括「新
舟」60 和「新舟」600。自 2005 年
「新舟」60首次飛出國門，該系列
飛機已經在尼泊爾、柬埔寨、老
撾、印尼等 18個國家近 300 條航線
上運營。

「新舟」700獲285架意向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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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舟」700飛機模型去年在珠海展出。
資料圖片

■■內地通脹放緩內地通脹放緩，，22月月CPICPI同比上漲同比上漲
11..55%%。。圖為市民昨日在江蘇南京一圖為市民昨日在江蘇南京一
家農貿市場購買水果家農貿市場購買水果。。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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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胡若
璋 北京報道）
全 國 人 大 代
表、東莞市委
書記梁維東昨
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在推

動大灣區科技創新協同發展方
面，東莞將重點推動與香港、深
圳的縱深合作，發揮中子科學
城、常平「香港城」、濱海灣新
區及臨深片區的承接作用，吸納
海內外高端人才扎根東莞，形成
新興產業集群。
「東莞『松山湖科技產業園模
式』經過18年的培育發展，不僅成
為東莞科技創新的閃亮名片，也給
予東莞對引進、培育高端人才新的
思考。」梁維東表示，東莞將全力
推進常平「香港城」項目，聚集香

港及廣州、深圳等地的優質資源，為香港青年
北上就業創業提供理想的項目。
此外，東莞正謀劃在濱海灣新區成立一個

新型理工科大學。梁維東透露，該大學尤其
聚焦材料領域發力，吸納創新資源和高端人
才，培育本土的原始創新力量。

爭取更多大科學裝置
如何推動東莞下一步科技創新發展？梁維

東表示，「就是爭取更多大科學裝置。」東
莞已經成功邀請北京大學原校長、中科院院
士王恩哥擔任實驗室理事長，首批10個科
研團隊已落戶；南方光源前期項目已啟動；
粵港澳交叉科學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梁維東
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若璋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