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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暖新闻

环球采撷

热读关键词 8772乐队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几乎

未学过音乐，却组成了乐队。
他们是罕见病患者或残障人士，
音乐让他们看到另一种可能。

一语 人惊惊

乐队参加罕见病少女成人礼

“我爱这世界/千变万化的
世界/我有许多心愿/来不及实
现/我想偷走时间/每一刻时间/恨
不得每分每秒/再慢一点点……”
这是一位名叫珍妮的小姑娘在
12岁时写的一首诗，如今珍妮已
经18岁，这首诗也被谱曲成了
一首歌，歌名叫《予生》。

10月3日，浙江温州一家
酒店里举办了珍妮的成人礼，
当两位从北京来的客人为她
献上这首《予生》时，躺在床上
的珍妮内心充满了感慨。珍
妮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随着
年龄增长，她将一点一点地失
去力气，到最后可能连呼吸的
力气都没有了。当天为珍妮演
唱的是坐在轮椅上弹电吉他的
程利婷和身高2米的贝斯手苏
佳宇。他们是代表8772乐队
来参加珍妮成人礼的，都是珍
妮的病友，同样是罕见病患者。

这样的活动，程利婷和苏
佳宇已不是第一次参加，他们
所在的由罕见病病人和残障
人士组成的摇滚乐队8772曾
经多次参与过公益演出。

“8772”就是要“病痛挑战”

8772乐队组建4年多来，
成员来来去去已有十多人，目前
在北京固定参加排练的有7人。

主唱兼吉他手崔莹、打击
乐手张欣毅和王奕鸥患有成
骨不全症；程利婷因儿时突发
小儿麻痹，坐上轮椅；键盘手
小M是肢体障碍人士；还有白
化病患者谢航程，以及大高个
的马凡氏综合征患者苏佳宇。

除了王奕鸥小时候学过
钢琴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音
乐基础。乐队的指导老师、天
空乐队主唱马歌挨个指导他
们各个乐器的使用和演奏。
程利婷介绍，2015年乐队正式
成立，乐队的名字 8772 则来

自“病痛挑战”首字母缩写
“BTTZ”的变形。今年8月14
日，8772 乐队还在北京疆进
酒·OMNI SPACE举办了首张
专辑《从不罕见》发布会。

作为罕见病患者，程利婷
听到最多的是“你们太不容易
了”，但她更渴望别人能正确
地来看待他们这个群体。“不
博取同情和怜悯，我们承认与
普通人的差异，但我们希望向
公众展示一个真实的样子。”程
利婷介绍，这也是乐队创立的
初衷：“让更多病友和残障朋友
从音乐中获得共鸣和力量。”

成员都有不放弃的小梦想

其实，程利婷在生活中过
得也很精彩。北京第一批考
残疾人驾照的人中就有她，并
且还是一次性通过；出国游玩
能够用英语流畅地与人交流；
开网店已经将货物发到了世
界各地。她还在国外参加过

跳伞之旅，也去过海南和台湾
潜水。更让她感到骄傲的是，
今年在北京还考到了潜水
证。她考证的经历还让教练
有了无障碍潜水方面的经验
积累，可以让以后考潜水证的
残疾人作为参考。

程利婷说，加入乐队后也
学了很多，他们乐队所有的歌
曲都是原创，都是与罕见病有
关的，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
很多其他人的故事。

乐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
生活。王奕鸥曾创办瓷娃娃
罕见病关爱中心，如今是病痛
挑战基金会的秘书长，崔莹和
苏佳宇也在此基金会供职；谢
航程在一所民工子弟小学兼
职音乐老师。他们要用音乐向
人们展示罕见病患者的真实状
态，把病友的故事用歌声表现
出来，为罕见病发声。这就是
他们平凡生活里不可放弃的小
梦想。（摘编自《扬子晚报》）

本报讯 这个国庆假期，
被人称为“西湖捞哥”的杭州
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
局水上派出所民警周翔军依
然在西湖边忙碌着，处理游客
各种问题之余，老本行“捞手
机”也没落下，假期前6天，他
和同事们捞出20多部手机。

这一次，“捞哥”不仅自己
捞，还收了徒弟。周翔军的徒
弟是一名姓汪的女民警。6
日，看着师傅打捞起来非常轻
松，小汪也想尝试，并跟周翔

军夸下“海口”：“这个看起来
很容易，师傅你让我来好了。”
最后，小汪用了一个半小时，才
把一位游客掉下的手机捞起
来。

之前在西湖打捞游客掉
落的物品时，周翔军常常跳进
湖里，每次不是手破就是脚
破。喜欢钻研的周翔军想，为
什么不能发明一个打捞竿，不
下水也能打捞呢？经过不断
尝试，从最开始利用磁铁，再
到安装屏幕不再“盲捞”，周翔

军发明的“打捞神器”已经进
化到第六代，其中前三代均获
得国家专利。周翔军表示，如
今师徒几人正在完善第六代

“打捞神器”。
明年11月，周翔军就要退

休了。谈及退休生活，他说，要
先带着父母出去旅游，满足二
老的心愿。如果身体允许，组
织和游客需要自己，他还是会
回到西湖边，虽然那时已脱下
警服，但“西湖捞哥”还会在岗
位上。（摘编自《半岛都市报》）

“西湖捞哥”发明打捞神器获专利

本报讯 近日，四川绵阳
盐亭县一场没有新郎的特殊
婚礼受到了众多网友的祝
福。新郎赵金龙是军人，因执
行紧急任务缺席婚礼，只好提
前录制视频为爱许下承诺。婚
礼上，新娘一个人完成了仪式。

10月7日，新娘杜田甜表
示，婚礼早就开始筹备了，包
括订酒店、邀请宾客、订机票
等，9月30日晚才得知丈夫需

留在部队执行紧急任务，而10
月 2 日、4 日在女方和男方家
分别有一场婚礼，当时一些亲
友已经动身准备来参加婚礼，
经跟双方父母商量，决定婚礼
如期举行。她表示，丈夫缺席
婚礼虽然遗憾，但对于丈夫职
业的特殊性，她尊重、理解，也
为此感到自豪。

在婚礼上，杜田甜因新郎
的缺席向宾客致歉，并许下两

人爱的承诺：“请在座的亲友
共同见证，我们承诺，无论健
康还是更健康，富裕还是更富
裕，我们都将互敬互爱，成为
彼此的依靠。”同时，新郎提前
一天录制的视频也在婚礼现
场播放。

杜田甜说，她想等结婚10
周年或20周年的时候，和丈夫
再补办一次圆满的婚礼。（摘
编自《北京青年报》）

新郎执行任务，新娘一人撑起婚礼

美国女子闯进狮园挥
手扭腰 近日，美国社交网
络上流传着一段视频——
一名非裔美国女子近距离
对一头狮子挥手致意，然
后开始扭动身躯。而狮子
则 非 常 迷 惑 地 看 着 她 跳
舞。10 月 3 日，美国纽约
警方证实，这则视频确定
是近日拍摄于纽约布朗克
斯动物园。视频中女子的
身份也被确定。她是32 岁
的米娅·奥特里，此前因为
非 法 入 侵 而 被 关 了 15
天。奥特里本人在社交网
络上转发了这段游客拍下
的有关自己的视频，并说：

“当时我没有害怕，因为我
知道它（狮子）也能像人类
一样感受到爱。”布朗克斯
动物园负责人批评了奥特
里的行为，认为奥特里涉
嫌非法入侵。她的贪玩可
能会害了自己，造成受伤
甚至被狮子咬死的严重后
果。目前，纽约警方已对奥
特里发出通缉令。（摘编自

《都市快报》）

20对金婚老人共度重
阳 10 月 7 日恰逢重阳佳
节，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
街道胡家园社区党委策划
了一场“度重阳，庆金婚，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邀
请社区 20 对金婚老人，送
祝福、看节目、吃点心，老
人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属
于自己的节日。为增加气
氛，胡家园社区党委还邀
请了专业演员为大家送上
相声表演以及变脸表演。
社区内的居民艺术团体和
文艺爱好者也争相为老人
表演节目，送上节日的问
候。（摘编自《北京日报》）

“我和哥们较劲儿，就
想进去看看啥样。”

——近日，哈尔滨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哈西大队
交警在执勤时，碰到了一
名酒后驾车来自首的男
子。该男子称，他和哥们
一起在家喝酒，之后两人
打赌称要看看拘留所里面
是什么样子。最后，交警
满足了男子的愿望，将其
带回到交警队接受进一步
调查。（摘编自《新晚报》）

跟一句：如你所愿。

“我们看都不看一眼。”
——10 月 3 日，四川

南充嘉陵区礼乐镇铜钢铺
村G318国道上，有一辆宝
马轿车发生事故，径直冲
向路边一民房，导致民房
的一堵墙被直接撞塌，厨
房也被损毁，所幸未造成
人员伤亡。当时，屋内有
两桌正在搓麻将的附近群
众，听到了声响却照常打
着麻将，面对有人询问为
何 不 停 下 ，有 人 这 样 回
复。（摘编自《齐鲁晚报》）

跟一句：都是见过大
场面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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