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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一语 人惊惊
1

热读关键词 相 扶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
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亲情，
就是不离不弃，就是相互扶持。

环球采撷

图看
天下

本报讯 河南周口市太康
县常营镇冢王村的王艳芳，11
岁时因患强直性关节炎瘫痪
在床。23 年前，父母相继去
世后，其4个嫂嫂和1个弟媳
便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她生活
起居的重任。近日，王翠英、
王爱芝、王纪香、王桂芳、秦素
云五妯娌入选11月孝老爱亲
类“中国好人榜”。

今年56岁的王艳芳出生
在冢王村一普通农家，其兄妹
8 人，上面有 4 个哥哥和 1 个
姐姐，下面还有 1个妹妹和 1
个弟弟。一家人生活十分清
贫，但也过得其乐融融。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1973 年 10
月，正上小学四年级的王艳芳
突然感觉手指关节、膝盖等处
发凉、疼痛，两天后，就疼得不
能走路了。由于家庭经济条
件差，王艳芳没有得到及时治
疗，此后慢慢瘫痪在床。

王艳芳瘫痪后，大哥王多

君等 7 个兄妹便和父母一起
担起了照顾王艳芳的重担。
日复一日，王多君七兄妹逐渐
长大成人，并相继成家立业。
23年前，王艳芳的母亲患病去
世，弥留之际，她拉着几个孩
子和媳妇，恳求他们日后照顾
好艳芳。5个嫁到王家的媳妇
都含泪答应了婆婆的嘱托。

王艳芳的哥哥弟弟毕竟
是男人，照顾起来没那么方
便。所以，4个嫂嫂和 1个弟
媳便主动承担起照顾王艳芳
的重任。每家一个月，轮流照
料。“她们每天一早起来先给
我洗脸、按摩，喂饭，再送孩子
们去上学；晚上，烧热水帮我
洗澡，给我全身按摩。”说起嫂
嫂和弟媳对自己的好，王艳芳
两眼噙满泪水。23 年间，在
五妯娌的精心照顾下，王艳芳
病情不但没恶化，精神状态还
不断好转，说话思路都十分清
晰。（摘编自《大河报》）

这头奶牛高1.95米重
1.4吨 澳大利亚一只叫尼
克斯的7岁奶牛，身高达到
1.95 米，差不多和前 NBA
球星迈克尔·乔丹一般高；
体重达1.4吨，和一辆小赛
车差不多重。几年前，主
人买下了尼克斯，并进行
了阉割手术。一般而言，
这种品种的牛经过阉割
后，身高能到 1.2 米、体重
达 680 公斤；一些体形较
大的牛最多长到 1.7 米，
体重 1 吨。牛的体形越
大越能卖出好价钱，但尼
克斯因为实在太大，被屠
宰场拒收了……于是，主
人决定让尼克斯留在农
场上继续生活，当起牛群
的“带头大哥”。（摘编自

《都市快报》）

为确保万无一失，美
国小伙拿6枚戒指求婚 丹
尼斯·布朗是美国的一名
模特，为确保求婚万无一
失，他聘请了一家活动策
划和造型企业、一名摄影
师、一名花商、一名织物设
计师和一名发型师帮忙。
他不希望女友阿塔拉·达
拉斯因对求婚戒指不满而
遗憾余生，于是挑选了6枚
形状和大小各异的戒指放
进心形盒内，供她挑选。
（摘编自《都市快报》）

“你局长都是我部下。”
——12 月 2 日，广西

南宁因马拉松比赛，交警部
门对部分道路进行交通管
制，但一辆车身有海关字样
的小轿车试图强行通过，被
交警拦截后车上人员如此
辱骂。（摘编自澎湃新闻）

跟一句：权力不是用
来吓人的。

“我这么漂亮，你忍心
拘留我吗？”

——近日，一名女子
在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况下驾
驶车辆上高速，被湖南省高
速公路交通警察局怀化支队
民警查获。民警在对违法者
武某红进行处理时，她不仅
谎报亲戚的身份证号冒充他
人，还“撒娇卖萌”，企图躲避
处罚。（摘编自《长沙晚报》）

跟一句：不守法的行
为很丑。

“我们只是想寻些刺激，
并不是因为缺钱。”

——还有20多天就满16
岁的杨小乐（化名）和他的几
个兄弟，几天前撬了60多辆
车子。据悉，他们的父母不
是离异就是各自奔忙。在浙
江台州温岭市公安局的审讯
室里，面对民警的问话，他们
如此表示。（摘编自澎湃新闻）

跟一句：论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

“我在外打工。”
——河南新乡17岁的李

辰玺，因家中厨房液化气泄
漏引起爆炸，导致全身80%
皮肤烧伤，正在新乡市第二
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
疗。其父亲李志锋将自己一
整条左腿上的皮肤移植给了
她，对女儿谎称自己在外打
工。（摘编自《扬子晚报》）

跟一句：父爱如山。

本报讯 这几日，在重庆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门
外，人们会见到一位瘦弱的少
年，在湿寒的天气里挥毫泼
墨，描绘山水虫鱼。他是 13
岁的何思汗，从小跟姑姑何建
华一起长大。不幸的是，何建
华早年被查出乳腺癌，近期癌
细胞多处转移，正在重庆市公
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接受治
疗。何思汗说，他想通过卖画
筹钱帮姑姑治病。

2006 年，何建华的哥哥
嫂子离婚，将刚一岁的侄子何
思汗托付给当时33岁的何建
华。何建华曾做过幼儿园老
师，因思汗体弱多病，她只得
从幼儿园辞职，专心在家带思
汗。在照顾思汗的过程中，何
建华也教侄子读书认字，半年
时间思汗就认识了 500 多个
汉字。思汗两岁多时，何建华
故意画了一个车身，引导思汗
来画车轮。思汗很快“中计”，

画下四个轮子，姑侄俩的游戏
无意间让思汗爱上了绘画。
2012 年年底，思汗随父亲辗
转深圳、北京学习绘画。七岁
时，思汗获得中国优秀特长生
艺术节儿童组书画金奖。

何建华称，在思汗两岁多
时，她曾谈过一个男朋友，但
因心思都在侄子身上，经常忽
视男友，两人最终以分手告
终。之后，何建华一直没有成
家。2011年5月，何建华感觉
胸部很疼，随后在重庆西南医
院确诊为乳腺癌。第一次治
疗期间，仅手术、化疗就花去
八九万元。2012 年，何建华
的父亲被确诊为肝癌，让这个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今年 10 月份，何建华出
现病灶转移，癌细胞转移到身
上多部位。她表示，自己目前
最大的愿望就是还能再活两
三年，看到思汗长大。（摘编自

《长江日报》）

五妯娌倾情照顾瘫痪小姑子23年 13岁少年卖画救姑姑感动网友

本报讯 李某随丈夫王某
去废品回收站出售废旧纸张，
却意外身亡。12月3日，北京
通州法院判决王某和所投保
险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55
万元。

去年7月14日，王某开着
解放牌货车，带着妻子将收购
的废纸运到某资源回收中
心。卸车过程中，王某发现原
本在车辆周围的李某不见

了。当天中午12点多，她的尸
体在废纸堆里被发现。警方
经侦查后认定，李女士是被车
辆碾轧死亡。之后，李女士的
家人将王某、车辆保险公司和
废品回收站起诉至法院，要求
赔偿各项损失140万元。

庭审中，王某不认为是自
己的车轧死了妻子。废品回
收站的代理人认为，他们本来
并无义务帮助王某卸下废

纸，用叉车上去帮忙，属“无偿
帮工”，且回收站的叉车上没任
何痕迹能显示车辆与死者接
触过。法院审理发现，回收站
的叉车上确实没任何异常。
而王某驾驶的货车左后侧车
轮内侧的轮胎上有一处斑迹，
死者腿部也有轮胎痕迹。最
终，法院判令王某和所投保险
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55 万
元。（摘编自《北京晨报》）

妻子送货丧命，开车丈夫被判赔偿

本报讯 近日，在内蒙古
赤峰，20岁的养狼女孩周鑫月
给狼喂食、与狼嬉戏的视频在
网络走红。视频中，周鑫月提
着装肉的塑料桶，穿着厚厚的
蒙古袍，她身边围了 8 匹狼。
周鑫月有时把肉抛到空中，有
时把肉拿在手里逗狼，有时甚
至用嘴叼着去喂狼。

周鑫月是辽宁抚顺人，四
年前，她初中毕业后，就到当
地叔叔家养狼。叔叔家养着4

匹狼。今年11月，周鑫月应聘
到位于内蒙古赤峰的汗苏鲁
国际生态旅游区工作。周鑫
月说：“我每天早上七点半起
床洗漱吃饭后，就开始剁肉，
大概剁二十多斤。”二十多斤
肉装在木桶里，周鑫月用扁担
挑着，走到旅游区里的一个小
山包喂8匹狼。“每次大概要喂
一个小时，有时候狼很调皮，
我得一边揍它们一边喂，这样
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在喂养、

陪伴这些狼时，周鑫月不会携
带防身工具。“我就穿一身蒙
古袍，一是为了保暖，二是为
了防止划伤。”周鑫月说，“有
时它们尖利的爪子或牙齿会
把我划伤，这都是无意的。”

周鑫月称，这 8 匹狼是从
东北一家繁殖基地购买的，并
配有兽医定时进行免疫和驱
虫。它们主要用于和游客拍
照，或去拍电影、电视剧。（摘
编自《北京青年报》）

95后女孩“与狼共舞”成网红

本报讯 在四川达州市达
川区南岳镇，一个月前，原本
在外流浪多年的74岁的刘大
田，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神
医”。但经当地卫生执法监督
大队查证，其并无行医资质。

刘大田老家在四川达川
区南岳镇天宝村。当地村民
伍泽俊介绍，刘大田之前一直
在达州市达川区平滩乡和安
吉乡一带干“赤脚医生”，后因
家庭变故在外流浪了约50多

年。最近，他回到老家。每天
有100余人排队找他开药方，
有的凌晨两三点前来排队，刘
大田除一日三餐和睡觉外，几
乎没休息过，“都在开方子”。

为何刘大田突然变身“神
医”？原来，在村民口中流传
着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在
距离南岳镇不远处的乡镇上
有个小孩，在成都的大医院治
疗后，得出的结论是小孩时日
不多了。家人突然一天晚上

做梦，梦到找一个流浪者开药
方就能治好，通过打听最后找
到刘大田开了药方，小孩吃后
病好了。另外一个故事是，有
一名瘫痪病人吃了刘大田开
的药后，可以上街赶场了。

然而，经调查发现，第一
个故事查无实据，第二个故事
也属虚假。目前，当地的卫生
执法监督大队已经将刘大田
的就医场所取缔。（摘编自《成
都商报》）

流浪汉回乡摇身变“神医”

2

3

4

农民进城当“草根设
计师”近日，在四川省眉山
市一广场前，38 岁的豆小
刚穿上自己纯手工制作的
环保时装走在街头，吸引
了不少市民围观。豆小刚
出生于农村，过去的一段
时间里一直从事着演艺事
业。去年2月，豆小刚开始
将身边的各种常见物品搭
配起来，制作成一件件环
保时装。无论是锅碗瓢
盆，还是废弃的键盘鼠标、
鱼篓、麻袋、塑料袋、窗帘、
汽车坐垫……在豆小刚看
来，都可以变废为宝，经过
搭配设计，成为艺术品。（摘
编自《眉山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