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编辑
#

田孝臣
$%&'() # *+$%&'(,!")-./&

*!+ 国内综览版
!

"#$ %&$

!"# $%&

!"#$%&!"'()*+,-

新华社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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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者 张硕"为了救治罹患尿毒症的

儿子! 河北省广宗县的高书君不顾

自己
01

岁的高龄!毅然为儿子献出

一个肾脏!给予了儿子第二次生命!

诠释了母爱的伟大"

高书君是广宗县大辛庄村的一

名普通农村妇女!

!"2"

年!儿子张俊

哲罹患尿毒症的消息犹如晴天霹

雳! 让平时一贯坚强的她感觉天都

要塌了" 当时的她心里只有一个念

头#$我一定不能失去这个孩子!我

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他% &

高书君并不知道什么是尿毒

症!为了搞清楚这病到底咋治!她瞒

着儿子一个人偷偷跑到医院咨询病

情!医生说换肾是最好的治疗办法!

直系亲属是最好的肾源% 那一刻起

她就下定决心要为儿子换肾治病 %

由于家境并不富裕! 张俊哲从没想

过要换肾!更别说换自己亲人的肾!

所以一直都没同意去做换肾检查 %

因为这些! 母子俩不知道争执了多

少次%

为了好好鼓励和照顾儿子 !高

书君每天下午都要从
!0

公里之外

的村里骑电动车一个多小时到广宗

县城! 为患病的儿子熬中药' 做晚

饭! 直到第二天早上给孩子做好早

饭再骑着电动车回去" 这样的日子

一坚持就是两年! 无论刮风还是下

雨!从未停歇"

无私伟大的母爱! 让身患尿毒

症的张俊哲在这两年里变得更加乐

观!坚强!但病魔却一次次袭来!吃

药和透析已无法控制住他不断恶化

的病情!医生建议他换肾" 为了不再

让母亲担心! 张俊哲终于同意和母

亲一块去作换肾检查! 结果显示母

亲的肾源和他是吻合的"

(

3"

年前! 母亲给了我生命!

3"

年后!母亲又给了我)新生*!母亲为

我操劳了大半辈子! 现在又割肾给

我!我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躺在

病床上! 刚做完肾移植手术的张俊

哲这样说道%

2"

月
24

日!张俊哲和母亲在北

京解放军总医院成功进行了肾移植

手术% 在被推入手术室前!母子心中

彼此牵挂着对方% 张俊哲说自己当

时非常害怕! 最担心取肾手术会伤

害母亲的身体+ 而高书君在被推入

手术室的前一刻! 也向儿子发来了

短信#(孩子!难受的时候!你一定要

坚强% &

经过数小时的手术! 母亲的左

肾被顺利移植到儿子的体内! 手术

圆满成功%

如今! 手术后的张俊哲和母亲

高书君身体都恢复得不错! 谈及出

院后的打算! 张俊哲表示要把母亲

接到县城来住! 用自己的一辈子好

好孝顺母亲 ! 不让她再去辛苦劳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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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街头宣传艾滋病知识遇到许多市民的冷遇 !拼版照

片"

!!

月
!"

日摄#$

随着%世界艾滋病日&临近"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疾控中心联合

兴庆区团委开展以%爱心呵护生命'行动抵御艾滋病&为主题的艾

滋病防治宣传活动$

#$

多名志愿者走上街头向市民发放宣传资

料"讲解艾滋病防治知识"而志愿者热情的宣传'讲解遭到大多数

市民的冷遇" 甚至有市民拿到宣传册后一扔了之或看到头戴红丝

带的志愿者唯恐避之不及$

志愿者呼吁广大市民积极了解艾滋病"学习%防艾&知识"改变

谈%艾&色变的不正确认识"倡导大家共同以实际行动抗击艾滋病$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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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在哈!尔滨(牡)丹江(高速公路牡丹江境内"交警

引导车辆安全通行$

当日"由于气温逐渐回升'高速公路养护部门工作人员及时

清雪"封闭
!%

个多小时的哈)尔滨(牡)丹江(高速公路开始放行

小型车和货车"长途客运车辆暂缓放行$ 据黑龙江收费公路管理

局牡丹江管理处消息"目前"黑龙江省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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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条高速公

路已陆续恢复通行$ 新华社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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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目前!西藏昌都地

区共建成吊桥
01

座!并已全部通过

验收投入使用% 溜索改桥工程全部

完工!标志着昌都彻底告别了(溜索

时代&%

昌都地区扶贫办提供的数据显

示! 昌都地区曾有
!-4

万多人需要

使用溜索渡江! 共涉及
22

个县'

!5

个乡镇和
12

个村% (这种原始的渡

江工具一直是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困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难

题%&昌都地区扶贫办副主任李培坤

介绍%

从
!""5

年开始!国家在昌都地

区投入资金
2-!

亿多元! 在全地区

所有使用溜索的乡' 村实施溜索改

桥工程% 目前!

01

座吊桥已全部投

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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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澳门特区行政长

官崔世安
!!

月
!,

日下午在立法

会发表题为,增进民生福祉 立足长

远发展- 的
"+!,

财政年度施政报

告!重点强调构建施政长效机制以

持续改善民生!致力于建设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并强化政府运作机制%

在社会保障方面!特区政府在

"+!,

年和
"+!-

年每年将向社保基

金额外注资
#+

亿元 !澳门元 #下

同"!

"+!#

年及
"+!)

年每年再注资

!,#

亿元! 建议明年调升养老金金

额至
,+++

元! 并且明年
!

月将按

相关机制!对最低维生指数再行调

整%

崔世安说!特区政府明年继续

实施现金分享计划!永久居民由现

时的额度每人
.+++

元调升至
/+++

元! 非永久居民由
-"++

元调升至

-/++

元%特区政府正探讨调升养老

金金额至
,+++

元! 而敬老金则由

)+++

元调升至
))++

元%

另外!特区政府还建议向每名

澳门永久居民派发医疗券!金额由

#++

元增加至
)++

元! 继续实施住

宅单位每户每月
"++

元的电费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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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
!+

年
0

台模特生涯的冯

立曾担任新丝路模特大赛评委!衣

着亮丽!收入颇丰+现在!她是四川

省成都交警六分局团总支副书记!

经常在成都市高新西区辖区繁忙

的路口疏导交通%

"1

岁的她现在是成都交警六

分局五大队民警%

"++/

年她挥别职

业模特身份!成了一名交警%

!!

月
!,

日! 记者见到了被网

友称为(最美女交警&的冯立%

(说实话! 模特这个职业给我

的感觉很洋气% &冯立说!她很喜欢

被闪光灯和众人目光聚焦的感觉%

"++#

年!已在成都模特圈小有

名气的冯立!担任了新丝路模特大

赛成都赛区初赛和复赛的评委!以

及决赛的培训导师及队形编排 %

"++/

年! 已有
!+

年模特经验的冯

立达到了职业的巅峰% (我对服装

的理解' 在圈子里的发展都很不

错% &冯立说%

职业转变源于一次到地震灾

区的探访%

"++/

年
#

月
")

日!由影

视明星组成的慰问团到都江堰探

访群众!冯立也参与其中% 在路上!

冯立遇见一个在路边洗头的交警!

(他的警服很脏! 舀了一瓢路边河

沟的水洗头!样子有些狼狈% &正是

这个灰头土脸的交警 ! 打动了冯

立!(他们没衣服换!也没时间打理

形象!但都是最平凡的英雄% &

从都江堰回来!冯立对今后的

生活有了新认识#(我穿过很多类

型的衣服!唯独没穿过警服% 如果

今后能一直穿警服!肯定比现在漂

亮% &

婚后一个月 ! 冯立报考了警

察% 她从
-+++

人的报考队伍中!以

第
#/

名的成绩考进警队! 后被分

配到成都交警六分局 % 冯立身高

!2./

米! 执勤时很吸引路人眼球%

不少司机甚至慢慢开车到路口!与

她搭讪#(哇!好高% &

说起两种工作的区别 ! 冯立

说#(模特需要彰显个性!而交警则

要努力解决市民的交通问题!赢得

尊重% & )据*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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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经过半年多的

考古挖掘! 长江以南规模最大武

庙...湖南省零陵武庙遗址得以

重见天日% 据考古专家介绍!根据

目前的考古发掘和资料研究!可以

确认曾经的零陵武庙是长江以南

规模最大'最有地域特色的武庙%

零陵武庙遗址位于湖南省南

部的永州市零陵区! 是专门祭祀

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关羽的建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

长' 发掘领队吴顺东介绍 ! 考古

发掘中! 出土了一块武庙清代残

碑! 碑刻内容表明! 这座庙曾是

江南具有超越州府地界限制 ! 由

湖南南部的衡' 邵' 永 ' 郴四州

同奉祭典的高等级武庙 ! 在呼应

联防平叛的军事统筹机制下 ! 产

生过惊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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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 社 珠 海
''

月
')

日 电

!记者 张毅 王敏" 正在进行的第

九届珠海航展上!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展区的防务对抗体系动态仿

真演示! 形象地再现了我国自行研

制的高科技先进防空反导武器从发

现目标到成功拦截的全过程! 吸引

了众多观众的极大关注%

记者
26

日上午在航天科工展

区看到! 一个既像 (电影院&! 又

像航天指挥大厅的仿真演示系统!

以三维动画和声光效果生动展现了

导弹武器在真实战场环境下协同作

战的场景! 演绎了信息化战争撼人

心魄的一面%

航天科工集团有关负责人对新

华社记者表示! 为了让观众更直观

观看导弹武器! 本届珠海航展首次

用动态仿真演示的形式推出核心展

示内容...防务对抗体系% 防务对

抗体系仿真演示系统! 将红蓝两方

以各种先进导弹武器交战的情景以

三维动画全景展现! 观众能够看到

导弹呼啸而出 ' 击毁目标的全过

程%

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防务对抗

体系是适应现代战争形势! 侦打一

体' 快速反应的对抗体系! 能够在

纵横
0""

公里范围内整合导弹和其

他作战力量! 实现对空' 对海' 对

陆联合探测 ' 联合防御和联合打

击! 具有多层次防御和多波次打击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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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旅游局旅游

相关负责人
!!

月
26

日在此间说!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

待国和出境旅游消费国! 正形成全

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 我国旅游

正迎来新一轮发展黄金期和战略机

遇期%

国家旅游局旅游促进与国际

合作司司长李世宏
26

日在
!"2!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组委会新闻

发布会上说 ! 当前 ! 国际金融危

机深层次影响仍在延续 ! 全球市

场需求持续走低 % 旅游业作为世

界第一大产业 ! 其综合功能优势

和较强的韧性与弹性进一步彰显!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把旅游业

作为战略性产业加以谋划和推进!

旅游国际竞争日益加剧 % 我国旅

游业在党中央 ' 国务院的正确领

导下 ! 经过多年发展 ! 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 ! 正迎来新一轮发展黄

金期和战略机遇期 % 目前 ! 我国

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

国和出境旅游消费国 ! 正形成全

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