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永顺县芙蓉镇 89 岁的朱
良书，一直有两个心愿：想去看
看家乡新建的高铁站，也想在
有生之年坐一坐高铁，去外面
看看。他的第一个心愿已经实
现，第二个心愿也即将完成。
芙蓉镇党委副书记姜涛说，张
吉怀高铁通车后，会邀请朱良
书当第一批乘客。

大年三十那天，家人团聚
时，朱良书听到家人谈到老家
正在修建的高铁站“芙蓉镇
站”，便提出想去看一下。朱良
书的家距离高铁站大概 5 公
里，而且末段两公里山路不通
车，三个儿子便决定一人背父
亲走一段路，带父亲去看高铁
站（右图），一路走走歇歇花了
近40分钟。

朱良书的外孙女王蕾记录
了全程。“前一天我们这里还下
过雨，灰蒙蒙的，路上很泥泞，

走过去两只鞋子都是泥巴。”王
蕾说。

王蕾表示，外公在路上时
还有些害羞，“大舅舅个子矮
小，外公又觉得自己身体还好，
要几个孩子背着，怕被人笑话，

‘我觉得你们背我，好丑’，大舅
舅就安慰外公，说儿子背父母

‘天经地义’”。
朱良书的小儿子朱骑虎

表示，父亲以前最远只到过
永顺县城，高铁通车后，在
他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
希 望 能
带 着 他
到 全 国
各 地 转
转，多尽
一 份 孝
心。（摘
编 自

《 泰 州
晚报》）

2月14日上午，留在杭
州过年的东北姑娘舒鑫和
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街道杭
氧社区副主任叶美飞，敲开
了 独 居 老 人 尹 云 花 的 家
门。她们带了老人想吃的
水果，还帮助老人打扫了卫
生，又跟年过八旬的尹云花
唠唠嗑直到中午。

1991 年出生的舒鑫，
是辽宁省鞍山市人。2020
年2月成为杭氧社区的一名
社工。春节前，舒鑫原本买
好了回家的机票，但杭州发
出“留杭过年”的倡议后，她
退掉了机票，留在杭州过年。

春节前的摸排走访中，
舒鑫发现社区里有66位老
人的子女今年都不回杭过
年。“这些老人不太会使用
智能手机，子女不在身边，
可能比较孤独，既然我留下
来过年了，就应该做点有意

义的事情。”于是，在社区原
有志愿服务队基础上，舒鑫
发动几名留杭过年的年轻人
组建了“杭氧唠嗑队”，利用
春节假期，陪辖区老人聊天，
帮他们做家务，帮老人视频
连线在外过年的子女等。

家住杭氧宿舍的张先
生和李女士成为“唠嗑队”
的首个服务对象。当舒鑫
和2名队员敲开张先生家的
门时，年过八旬的张先生夫
妻俩又是倒茶，又是拿水
果，忙得不亦乐乎，高兴得
不得了。张先生说，“我们
家好久没这么热闹了，本来
还盼望年底儿子能回杭州
团聚，但今年我还是支持他
就地过年。人老了就变得
敏感，感情脆弱，害怕孤
独。你们能陪我们聊聊天，
我们很开心”。（摘编自《浙
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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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佛山 23 岁新入职
女员工酒店内死亡”一案引发
关注，媒体报道“女孩被下药”
后，警方尸检鉴定书中“七氟烷
中毒”的细节引起不少科普博
主的关注，并就此展开争论。
为保住专业形象，博主“妇产科
的陈大夫”用七氟烷将自己捂
晕，并拍成视频上传至微博。
目前，该视频已删除。

“妇产科的陈大夫”自称
是三甲专科医院的一名妇产
科医生，她发微博介绍了吸入

性麻醉剂的危险性，并呼吁警
方彻查七氟烷的流通渠道。
但其一句“还真的有一捂就晕
的药物，那就是乙醚、七氟烷
这类高纯度的合成化学物”引
发争议。科普博主“科学未来
人”称此说法很不严谨，不少
麻醉专业的网友也表示“一捂
就晕”的麻醉药目前不存在。

看到自己被指正，陈大夫
便用自己做实验，拍摄用七氟
烷迷晕自己的视频。视频中，
陈大夫在不反抗不挣扎的情

况下，一分多钟后才被捂晕，
并不是“一捂就晕”。微博博
主“江宁婆婆”则表示，此事的
核心应该是关注管制药物的
流向和普通人的防范重点。

在被网友指出七氟烷是
“管制药”后，陈大夫称已自首，
并称警察告诉她“这药不是管
制的”，让她通过医院将该药
当医疗垃圾处理后，再向警方
汇报，“我呼吁有关部门将七
氟烷加入至管制麻醉药品
中”。（摘编自《成都商报》）

医生为证明七氟烷风险迷晕自己

一段亲历者不断否认的“八百壮
士跳黄河”故事，却被广泛传播，甚至
拍成电影。为了还原历史，亲历者将
影片制作方告上法庭。近日，陕西省
西安市莲湖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1919年出生的王蒙芳是西安人，
参加过抗日战争，2020年12月18日
病逝。2012年，一部名为《咆哮无声》
的抗日题材影片上映，其中有个情节
是中条山战役时，日军将我国一些军
人逼到黄河边，军人们纷纷砸枪，跳进
黄河。这段内容引起王蒙芳的不满。
王蒙芳表示，中条山战役时，他是国民
革命军第96军177师1058团传令班

班长，没听过“八百壮士跳黄河”。
2018年，王蒙芳以侵犯名誉权为

由，将《咆哮无声》的出品方、发行方及
播放平台等起诉至西安市莲湖区法
院。与王蒙芳一起参与诉讼的，还有
赵寿山将军的嫡孙赵武原。

法院审理认为，《咆哮无声》关于
“八百壮士跳黄河”的描写，为颂扬英
勇的抗战军人在绝境下宁死不投降的
精神，并无侮辱、诽谤的内容，因此驳
回王蒙芳和赵武原的诉讼请求。

赵武原说，虽然没有赢得官司，但
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希望引起文艺界
和历史学界注意。（摘编自《重庆晨报》）

抗战老兵诉电影造假，一审败诉

东北姑娘组“唠嗑队”陪空巢老人 三个儿子轮流背父亲去看高铁站

儿童与家人在外面走散，
身上没钱又没手机，如何求
助？不少儿童会向路人或者
警察求助，湖北省咸宁市一名
5 岁的男孩另辟蹊径，走进银
行ATM取款区求助，很快联系
上了家人。

近日，湖北省咸宁市一银
行监控中心接到赤壁新街口
支行 ATM 机传来的对讲请
求。对讲机那头传来的，是一

个小男孩稚嫩的哭声，“我找
不到妈妈了，我在这个楼里面
……”接线员了解得知，这名
男孩和家人走散了，便通过
ATM 机旁的求助按钮求助。
随后，该银行工作人员赶到现
场，发现ATM机旁的确有一名
5 岁左右的男孩，男孩从隔壁
的超市出来后与母亲走散。
工作人员帮忙报警后，警方成
功为小男孩找到了家人。

此前，湖南省娄底市双峰
县一名男孩与家人走散时，通
过双峰县农业银行国藩大道
的ATM自助服务区求助，银行
监控员付辉询问到小孩家人
的电话后，叮嘱男孩在银行里
等着，随即拨打孩子母亲的电
话，告知家长小孩子所在地，
并通过监控视频观察小孩子
的情绪，直到孩子母亲赶到。
（摘编自澎湃新闻）

男孩与家人走散，用ATM机求救

加拿大一冰球赛持续
252小时,创世界纪录 冒着
零下 40 摄氏度严寒，持续
252 小时不间断，加拿大艾
伯塔省40名运动员轮流上
阵，完成了一场史上赛时最
长的露天冰球比赛，创造新
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最终，
名为“希望”的球队获胜。
比赛组织者说，真正的获胜
者是癌症患者。这场比赛为
艾伯塔大学癌症研究募集超
过 180 万加元（约合 919 万
元人民币）善款，超额完成赛
前定下的 150万加元（约合
766万元人民币）目标。加拿
大眼科医生布伦特·萨伊克
在父亲因癌症去世后，于
2003年发起“世界最长冰球
比赛”。（摘编自《都市快报》）

坚持27年给救命恩人
拜年“周叔是我的救命恩
人，没有他那一跳，就没有
现在的我。”2 月 14 日傍
晚，家住浙江省温州市鹿
城区的王建荣和外甥来到
台州市椒江区塘岸小区，
给他口中的“周叔”——周
立基拜年。27 年来，王建
荣每年正月初三都会上门
拜访周立基，周立基则会
叫老伴烧上一桌菜，两家
人一起吃一顿团圆饭。王
建荣和周立基的相识源于
1973年，当时22岁的周立
基是一名船员，一次船停泊
在温州瓯江边上的解放码
头时，他发现了意外落水的
王建荣，并将其救上岸。王
建荣结婚时，王建荣的父亲
还邀请周立基参加婚礼。
（摘编自《台州日报》）

“冒着生命危险爬上
去乱涂乱画，图个啥？”

——2 月 17 日，辽宁
省大连市市民吴先生在燕
窝岭婚庆公园游玩时，发
现公园西侧小峰顶上的同
心锁被人涂了“洋某和刘
某在一起”的字样。媒体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同
心锁与下方的路面有数米
高的落差，要想爬到涂字
的位置，需要从另外三侧
攀登陡峭的小山峰才能
到达，并且，此处处于风
口，强风劲吹，一旦掌握不
好平衡就有失足坠崖的
风险。不少游客认为乱
涂行为不妥，希望当事人
主动出来道歉。（摘编自

《半岛晨报》）
跟一句：爱情需要的

是面对，而不是展示。

一语 人惊惊

王建荣（左）与周立基（右）

他们的“微孝”行动别出心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