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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弘法寺12日舉行了長老化
身窰開啟儀式。在一片誦經聲中，長老
衣缽傳人、弘法寺方丈印順大和尚親自
將本煥長老化身窰徐徐開啟，現場出現
了數目眾多、大小不一的七彩舍利子和
靈骨舍利花。

【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12日電】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十二日電】2012 年 「紅絲
帶健康包」全國發放活動12日正式拉開帷幕。逾4000名志
願者將在全國發放20萬個紅絲帶健康包。

從即日起，來自200多所高校的志願者將帶着裝有手套
、毛巾、安全套、知識撲克、海報、水杯、筆記本等生活用
品和宣傳材料的禮包，走進幾千家工廠、工地，免費發放給
外來務工人員。

中華紅絲帶基金理事長謝經榮啟動儀式上表示，此活動
旨在發動更多社會成員，做好針對外來務工群體的安全健康
和防治愛滋病宣傳教育工作。

中華紅絲帶基金形象大使、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持人白巖
松在活動發言時談到，對於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紅絲帶健
康包從細節處體現了愛與關懷，更是防治愛滋病工作中專業
技能和制度保障提升的體現。

據悉，目前我國農民工總數近2.4億。截至去年六月愛
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戶籍與現住址不一致的流動人口比率
2008比例是19.5%，到2010年1-6月該比例上升到23.5%。

此活動由全國工商聯、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主
辦。2012年1月，國務院正式印發《中國遏制與防治愛滋病
「十二五」行動計劃》的通知，把 「紅絲帶健康包」項目列

為針對流動人口開展愛滋病防治宣傳教育的重要專項行動。

【本報訊】據《武漢晚報》報道， 「10 月 20
日，武昌小東門大客；120 型 X2=360 元；武昌法
院大客，120 型 X2=360 元；武昌東湖大廈大客，
120型X2=360元。總計：1080元。10月19日……
」

以上內容來自武漢晚報記者近日在武漢東湖高
新九峰派出所看到的一本 「行竊日記」。日記詳細
記載了兩位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地點，盜竊汽車電瓶
的型號、數量和銷贓的收入，每天收入高達 1000
元。

這本日記是民警朱家斌的偶然所得。4月5日
凌晨3時左右，正在執勤的朱家斌透過二樓窗戶看
到，不遠處，一輛亮着尾燈不熄火的小轎車停在一
輛灑水車旁邊，一個黑影蹲在灑水車下面。

修車咋不開燈光？朱家斌感到奇怪。他下樓發
動警車，不開車燈，繞行至轎車背後停下並堵住轎
車退路。車下蹲着的一位青年男子頓時神色慌亂，
從車上溜下來的中年男子也被他喝住。

詳記帳 本為公平分贓
起了疑心的朱家斌要求打開轎車後廂蓋檢查，

赫然發現四塊汽車電瓶。趁朱家斌查看電瓶時，兩

名男子棄車逃跑。
在檢查轎車時，一個巴掌大的硬面筆記本引起

了朱家斌的注意。他隨手拿起並翻開頁面：上面數
十頁紙密密麻麻，記載着一些帳目和金額。

民警通過報警平台，發現九峰轄區有4起汽車
電瓶被盜報警，而整個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總共報警
有30餘起。

而筆記本上記錄的汽車電瓶型號及 「收穫」時
間與近日失竊的部分汽車電瓶些數據相脗合。順藤
摸瓜，民警按照汽車駕駛證上的地址，找到犯罪嫌
疑人陳某的家，並根據他的交代，將其同夥熊某及
兩名銷贓嫌疑人王某、金某抓獲。

每日收入高達千元
據九峰派出所副所長胡志介紹，陳某及熊某是

毒友。為了籌集毒資，他們瞄上了晚上停放在路邊
的貨車和大客車上的電瓶作案。

為了做到分贓均勻，細心的陳某將每一筆作案
點及盜竊數量都詳細記錄在本子上，而且連每一次
外出消費的數據都記錄在本，以示 「公平」。

據這本 「偷竊日記」顯示，從去年4月至今，
兩人共作案380餘起，每天可日入千元。

武漢小偷勤記帳
行竊日記成鐵證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二日電】華特迪士尼公
司在上海宣布，將注資約人民幣 1261 萬餘元，支
持四川的可持續植樹造林環保公益項目，以保護當
地的生態系統，包括幫助恢復大熊貓棲息地。

據介紹， 「迪士尼川西南大熊貓棲息地恢復森
林碳匯」項目，是迪士尼在四川投資的第一個項目
。該項目將在川西南大熊貓關鍵的棲息地500公頃
地塊上進行植被恢復，項目周期預計達 60 年，將
種植樹木120萬棵。

華特迪士尼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羅伯特．艾
格表示： 「迪士尼長期以來一直是自然保護的先驅
，四川省這項重要項目將改善自然環境，為中國人
民和後代作出一份貢獻。」

除了此番投資，在過去3年內，迪士尼還為全
球其他森林項目提供了資助，其中包括 2010 年注
資千餘萬人民幣，支持位於內蒙古中部的和林格爾

地區的可持續造林項目。
對此，華特迪士尼公司執行副總裁兼大中華區

行政總裁張志忠表示， 「我們希望成為中國家庭一
生的夥伴。此次項目是迪士尼在中國的第二次大規
模環保項目投資，對環境保護的長期投資，體現了
迪士尼重視作為有責任的商業夥伴和企業公民所做
出的承諾。」

四川省林業廳副廳長降初表示，四川是長江上
游不可或缺的生態屏障，是全球 25 個生物多樣性
熱點地區之一。四川歡迎像華特迪士尼公司、大自
然保護協會等社會力量，參與四川的生態建設。

據介紹，該地區擁有7000多種植物、661種脊
椎動物，以及包括大熊貓在內的 87 種哺乳動物。
此次植樹造林項目將不僅減少碳排放量，還將保護
當地重要水域，以及多種受到威脅或瀕臨滅絕的動
植物的棲息地。

迪士尼注資千萬 為川大熊貓種樹

【本報訊】據中新網消息，為變
賣廢品換取零花錢，山東東營市墾利
縣兩名敬老院孤寡老人竟盜割油區電
纜線，致使勝利油田 46 口油井停產
，原油減產 41 噸。記者 11 日從當地
警方獲悉，2名涉嫌盜割電纜的78歲
老人已於9日被警方拘捕。

4月8日12時許，濱海公安局濱
北分局刑偵大隊接到勝利採油廠採油
三礦職工報警，勝利油田勝利北區供
電公司位於墾利鎮中苟村附近倒伏停
用的35KV六墾線被盜割，由於割斷
後的線頭搭落在勝利採油廠試採乙線
上，造成試採乙線短路燒斷，導致勝
利採油廠三礦 46 口油井停產，原油
減產41噸。

4月9日17時，濱北警方分別在
墾利鎮陳家村和中苟村附近的兩個廢
品收購點查獲了被盜割的鋁質電纜。
經對廢品收購點人員審查得知，將電
纜變賣到廢品收購站的是墾利縣某敬
老院的丁某和張某，民警隨即前往該
敬老院將兩人抓獲。

經審訊，丁某和張某均為 78 歲
，都是無兒無女的孤寡老人，由於沒
有經濟來源，平時靠撿廢品換點零花
錢。4 月 8 日中午，兩位老人來到勝
利採油廠勝採三礦油區撿拾廢品時，
發現一條高壓線電纜由於線桿傾倒打
落在地上，二人便回去拿來鉗子、鋸條
等工具將部分電纜剪斷，並剝取鋁線
變賣到廢品收購站。但由於電纜剪斷
的線頭打落在了勝利採油廠試採乙線
上致使該電纜短路燒斷造成了事故。

穗白血病兒小碧心出院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二日電】備受關注的白血病人

小碧心的病情，現有新進展。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血液科
主任孟凡義今天表示，經過三個多月的治療，小碧心臨床治
愈，今日出院。另外，目前已在台灣已找到合適的骨髓，將
待小碧心身體處於最佳狀態時，擇機做骨髓移植手術。

「很久沒跟同學在一起，最大希望是出院後能盡快上學
。」小碧心手拿着醫護人員送的鮮花高興地表示。

2010年10月，小碧心檢查出 「急性單核細胞性白血病
」。後雖經治療，病情得到控制，但在今年1月復發。經南
方醫院專家們會診，小碧心被診斷為 「難治性急性單核細胞
白血病」，這是一種治愈率很低的白血病。

年內將移植骨髓
在接下來長達110天的治療裡，小碧心闖過了很多難關

，出現過敗血症、肺炎、肺部真菌感染，期間病重共計 47
天，輸血11次。目前，小碧心雖已出院，但其肺部真菌感
染仍未能治愈。

孟凡義表示，現已在台灣找到合適的骨髓，但要在肺部
真菌感染得到控制後，才可進行骨髓移植，估計可在年內實
行手術。

人間自有真情在。今年12歲的劉碧心自從染病後，每
期化療的費用都需要花費幾萬，給她的家庭帶來沉重負擔。
今年二月，小碧心的母校東風西小學舉行 「愛從頭開始，十
萬火急救碧心」全城義剪活動，逾百髮型師參加，目前已籌
得善款逾80萬元。在此次手術，已花費35萬元。院方表示
，接下來的骨髓移植，估計還需30萬元。

12 日是一代高僧、當代佛門泰斗本煥長老
法體進入化身窰後的第7天。當日上午9時08分
，天降祥瑞，美麗的仙湖弘法寺籠罩在一片祥和
安寧的氣氛中。弘法寺法堂上空，抬頭可見一片
「慈雲法雨」。弘法寺方丈印順法師、寺院法師

、居士以及安保人員等七、八十人在弘法寺後山
長老荼毗地，共同參與和見證了長老化身窰開啟
儀式。

現場目擊人士透露，在本煥長老的骨灰中，
有很多閃閃發光的東西，這些正是舍利。撿出的
舍利呈五顏六色，以綠色居多，除此還有淡紅色
、橘紅色和白色透明的舍利子。舍利子形狀各異
，大小不一，數目眾多。

舍利數目待分揀後公布
由於舍利和骨灰、龕木灰、炭灰等混合在一

起，且數目太多，具體的舍利數目和形狀待分揀
結束後再公布。

據現場一位法師介紹，本煥長老的骨灰中出
現舍利子，代表他的慧修有一定的程度，是戒定
慧等功德所熏修的，甚難可得，無上福田。

在長老化身窰開啟現場，印順法師表示：感
謝十方善信、社會各界的支持，使長老後事得以
圓滿；同時，迎請靈骨舍利等也是遵照長老生前
囑託及按照叢林古制如法進行，也一定會圓滿，
請大家放心。

記者從本煥長老治喪委員會了解到，本老生
前已經安排了荼毗靈骨的處理方案，凡是本老生
前住持過的寺院都可以迎請靈骨、起塔供養。具
體方案將在今年本老 106 歲冥壽紀念期間落實
，撿出的靈骨舍利將暫珍藏在適當的地方集中
供奉。

本煥長老於4月2日圓寂，世壽一百零六歲
。依長老遺願，其法體停留三天供大眾瞻仰，4
月5日舉行追思及荼毗法會。連日來，在化身窰
旁一張臨時搭建的帳篷內，印順法師整夜打坐誦
經，為恩師守夜。

本煥長老化身窰今日開啟，得見長老舍利面
世，令現場法師和各方信眾激動萬分，更增加了
對這位得道高僧的敬重之情。

話你知

舍利，梵語中意為 「屍骨」 ，
指死者火化後的殘餘骨燼。通常指
佛祖釋迦牟尼火化後留下的固體物
，如佛髮、佛牙、佛指舍利等。佛
教認為，只有虔誠奉佛，悟道得法
的人才會自然結晶舍利，非常人可
得。火化後的舍利，受到佛教徒普
遍的尊敬供奉。

【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12日電】

【本報記者趙文博通化十二日電】吉林省通化縣的劉玉
斌，從小深得祖傳長白山山核桃切割拼貼技藝。他歷時5年
用6萬多塊山核桃片，近日製作完成的我國古代禮制 「天子
駕六」，工藝惟妙惟肖。他表示，準備申請健力士世界紀錄。

記者看到，劉玉斌製作的 「天子駕六」長4.5米、寬3.8
米，車高3.4米，佔地12平方米。六匹馬的樣子惟妙惟肖，
且大小相同，每匹馬高1.2米，長1.6米。

整個工藝可謂精雕細琢，底座和整個馬的材料是山核桃
，馬的耳朵是加工山核桃片的鋸末堆積成的，馬眼睛和馬的
配飾都是木頭製成。而天子的臉形、着裝、佩劍也做得很逼
真，就連天子頭頂的傘也考慮很周全，骨架用木頭做了裝飾。

劉玉斌說， 「天子駕六」沒有現成的參照物。為了製作
這個作品，他翻閱了大量的歷史書籍。他介紹說， 「天子駕
六」是古代禮制的一種行為，即皇帝級別的六匹馬拉的馬車。

劉玉斌14歲就開始鑽研這項祖輩口傳的技藝。他表示
， 「我從小就看着祖輩在長白山野生山核桃上進行雕琢、刻
繪，對長白山山核桃切割拼貼技藝產生了興趣。」

2010 年，劉玉斌用8848 片山核桃，製作長1.75 米、高
1.2米的牛，代表吉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參加了上海世博會
。如今，劉玉斌打算為自己的這件新作申請健力士世界紀錄。

首個傢具圖書館年底啟用
【本報記者陳小娟、實習記者王悅東莞十二日電】廣東

省東莞市大嶺山鎮鎮委書記梁榮業今天上午表示，中國首家
專業性傢具圖書館、大嶺山 「中國傢具圖書館」最快將於今
年底啟用。該圖書館總投資約1.5億元，建成後，計劃藏書
20萬至25萬冊，其中傢具專業書籍達5萬冊。

中國傢具圖書館位於大嶺山鎮中心區，館體建築共五層
，規劃用地面積約1.7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近4萬平方米
，目前館體建設已完成。

圖書館啟用後，將主要收藏傢具業及傢具產業鏈涉及文
獻，具體包括傢具史、傢具產業類文獻、傢具產業鏈相關文
獻、藝術鑒賞及理論研究類文獻、傢具類報刊、傢具企業資
源、傢具樣本畫冊等七大類。中國傢具圖書館建成後將填補
中國傢具領域專題圖書館的空白。館內還將設置 「中國家居
博覽館」，展示傢具企業的產品。

梁榮業介紹，大嶺山鎮有 「中國傢具出口第一鎮」之稱
。為提升傢具產業集群升級，大嶺山鎮於 2010 年向中國傢
具協會申報建設中國傢具圖書館，獲得支持。

推進農民工愛滋防治
中國將發放20萬健康包

吉漢切拼六萬核桃片
製成精美天子駕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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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愛海洋．愛環保」 兒童書畫大賽12日在北
京海洋館啟動。本屆大賽將徵集全國3至14歲兒童創作
的環保主題的書法、繪畫等作品。該活動旨在讓孩子學會
關愛海洋，把環保理念和藝術創作融合起來。圖為首屆
「愛海洋．愛環保」 兒童書畫大賽獲獎者展示自己的繪畫
作品。 新華社

「「愛海洋．愛環保愛海洋．愛環保」」

▲印順大和尚在開啟化身窰前上香

▲弘法寺工作人員正加緊進
行靈骨和舍利的分揀工作

中新社

▲

部分本煥長老舍利，其中
圓形玉佩為本煥長老隨身物
品 中新社

▲ 小 碧 心
（左二）出
院時，醫護
人員向她贈
送鮮花

袁秀賢攝

▲由六萬塊
山核桃片製
成的 「天子
駕六」 ，工
藝精細

本報攝

本煥法身荼毗留珍
七彩舍利閃爍生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