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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己護學生 佳木斯女教師感動國人
【本報記者于海江、陳婧、高賀強、張春寧、實習記者

陳巖宇大慶十四日電】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十九中學教師張麗
莉本月8日為救學生雙腿被車輾斷，連日來許多市民自發前
往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為其獻上鮮花和慰問。今
日，教育部授予捨己救人的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教師張麗莉
「全國優秀教師」榮譽稱號。

事緣 5 月 8 日晚，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一群學生正過
馬路時，一輛失控的客車突然與前方停在路邊的另一輛客車
追尾相撞，被撞客車猛力衝向學生。女教師張麗莉奮不顧身
救護學生，自己被捲入車輪下，送往醫院後診斷雙腿粉碎性
骨折，高位截肢。

目前，病人生命體徵平穩，但仍在重症監護室ICU病房
進行深切治療，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今日上下午分
別組織10餘位專家先後兩次為其會診。

據悉，事故發生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
延東向該省省委書記吉炳軒打來電話，關心慰問英雄教師。
她說，張麗莉在危急時刻挺身保護學生被軋斷雙腿，體現了
一個人民教師的深厚慈愛之情，令人感動，可欽可佩。

今日，教育部授予捨己救人的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教師張
麗莉 「全國優秀教師」榮譽稱號。表彰她用無私大愛譜寫了

一曲生命的讚歌，塑造了新時期人民教師的光輝形象，詮釋
了高尚師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捨身一推」 點亮社會心燈
連日來許多市民自發前往醫院，為張麗莉獻上鮮花和慰

問。他們稱張麗莉是同齡人的典範，是80後的驕傲。
操四川口音的魏大爺來到 ICU 病房，請醫生把他以張

麗莉事跡為藍本寫的歌《捨身一推》送給她，祝福她早日康
復。

哈爾濱市第 17 中學的牟紅霞、馬艷老師代表 35 位教師
送來捐款3900元，表達了作為同行的一份心意。兩位來自松
雷中學的高三女學生也來醫院為張麗莉送上鮮花，她們的志
願是成為一名老師，張麗莉老師的事跡更讓她們對教師的職
業有了自己的理解，走好自己的路。

微博情寄 「最美女教師」
張麗莉父親於今日 11 點 25 分發表微博： 「只有祈禱，

祈求上蒼把女兒留給最愛的老爸吧！」無數網友為之動容，
並將 「最美女教師」的稱謂送給了張麗莉。

網友 「大號天才121492」說，張老師，您用行動讓世人
重新建立起對教師這個職業的希望與尊重，讓國人看到了教
育的希望。張老師，祈禱您早日康復！

網友 「朱田夫」說：目前衛生部與黑龍江省衛生廳都表
示集最好的條件搶救張麗莉，我想，搶救的不止是生命，而
是全社會的價值觀，一個不朽的靈魂。

【本報訊】據中新社 14 日消息，武漢市中級法院
14日對該市2011年12月1日爆炸案作出一審判決：王
海劍犯爆炸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偉犯
爆炸罪，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剝奪政治權利 1 年；王
安安犯爆炸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

2011 年 12 月 1 日，王海劍將自製的爆炸物放置於
武漢市洪山區雄楚大街 1070 號建設銀行關山一路支行
門前的人行道上，自己藏匿在附近伺機作案。17 時 30
分，當銀行職員提錢箱走出銀行準備送上停在該銀行
門前路邊的運鈔車時，王海劍通過遙控引爆裝置引爆爆
炸物，搶劫銀行運鈔車，造成2人死亡、15人受傷。

法院經審理查明，2011年5月，王海劍邀約王安安
並與王偉、王安安預謀通過爆炸的方式劫取銀行財物。
三人多次預謀，最後於 12 月 1 日實施犯罪。法院認為
，王海劍在共同犯罪中提起犯意、邀約他人、製造炸藥
、實施爆炸，起主要作用，係主犯。王偉、王安安幫助
王海劍製造爆炸物，準備工具、製造條件，係從犯。王
安安被公安機關盤問、教育後主動供述了與王海劍、王
偉合夥製造爆炸物預謀搶劫銀行的事實，視為自動投案
，係自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法院判處王海劍死
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免予賠償；判處王偉有期徒刑
10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判處王安安有期徒刑6年。
王偉、王安安賠償受害者家屬共計5萬元人民幣。

武漢建行爆炸案主犯判死

【本報訊】備受關注的石柏魁盜竊故宮展品案 14
日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進行二審宣判，高級法院認為
，一審事實清楚，量刑適當，最終作出維持一審原判的
裁定。

據中新社報道，2011年5月8日，石柏魁到故宮博
物院內，趁人不備潛入齋宮內的夾道處，並避開清園工
作人員。當晚8時許，石柏魁斷開齋宮配電室安防系統
電源後，採用撬鎖、破窗、破牆等手段進入誠肅殿，打
破展櫃，竊得香港兩依藏博物館在該地展出的《交融─
兩依藏珍選粹展》金嵌鑽石手袋等9件展品。

今年 3 月 19 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故宮
被盜案作出一審判決。被告石柏魁以盜竊罪判處有期
徒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並處罰金1.3萬元人民
幣。石柏魁律師以量刑過重為由向法院遞交了上訴材
料，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駁回上訴，維持一
審原判。

故宮大盜上訴被駁回

據中新社報道，目前中國共有2000多家紅十字會
冠名醫院，各級紅會和醫政部門都在授權紅會冠名，
有些醫院資質審核不夠完善，造成混亂現象。現在，
紅會官方已明確將治理冠名醫院標入改革路線圖。

「郭美美」 遺下切膚之痛
趙白鴿履新中國紅會已過半年，在其主持的各類

媒體見面會上， 「改革」是被提及最多的詞匯。在與
中新社記者交談時，趙白鴿再次主動談到紅會改革。
她說： 「與品牌管理相關的冠名醫院、冠名基金和合
作企業等都在 『整肅』的範疇中。」

毋庸置疑，2011年下半年的 「郭美美事件」既讓
紅會感受到 「切膚之痛」，也成為紅會改革的肇始。
對此，趙白鴿直言： 「我很驚愕，一個有107年歷史
的 『老店』，因為一個毫無事實依據的微博，就出現
這麼大的公信力危機，我們都在反思紅會的管理出了
什麼問題。」

現年59歲的趙白鴿是生物醫學博士，曾在國家部
委擔任過13年新聞發言人。在她看來，紅會所出現的
問題是整個中國社會在經歷劇烈轉型過程中的縮影。

「跨越式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社會上，也體現於
中國的紅十字事業中。從建國初期定位於衛生救護，
到文革期間中斷停滯，再到改革開放後的衛生救護和
社會福利團體。我們必須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新時期的
形勢和挑戰，更加有力地推進改革，真正承擔起人道
領域的重要使命。」趙白鴿說。

回歸 「人道使命」 精神核心
在這半年裡，她多次強調，紅十字會不是一般意

義的慈善機構，而是人道組織。中非國家紅會合作論
壇期間恰逢世界紅十字日，趙白鴿談及的使命即回歸
紅十字運動的精神核心： 「人道使命」。

「想賺錢的人請離開紅會」，只為撈錢撈名的企
業，紅會將通過嚴格的評估審核機制與之隔離。對於
一些 「不具備相關資質、不履行人道使命」的冠名醫
院，也要堅決取締，趙白鴿說， 「必須從制度上遏制
此類合作的發生」。

曾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擁有多年海外工作經歷
的趙白鴿認為，近年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
愈發凸顯，但在人道領域中，中國並未真正發揮出其
相應的影響力。在下一步改革中，結合國家加強有關

方面工作的需要，紅會將是其中重要力量之一。
「中國曾經接受了國際社會的大量幫助，包括資

金、經驗、技術、人力資本培訓等，現在中國有責任
把經驗與世界分享，特別是加大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支
持和幫助。」趙白鴿說。

她透露，近年來非洲地區的人道危機和需求呈現
出新的態勢，中國紅會將探索建立中非紅會人道領域
的常態化合作機制，包括聯合建立智庫平台，促進戰
略設定和信息溝通，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互信、互
助、互利的項目合作模式。這些合作機制和模式的成
功或將為中國的南南合作提供經驗。

【本報訊】針對今年以來生豬價格下跌、生產經營虧損等市場情形，發改
委等六部門近日聯合下發調控預案，要求緩解生豬市場價格周期性波動，保護
養殖戶和消費者利益。

中新社引述發改委表示，此次發布的預案健全了生豬生產和市場價格信息
監測統計發布制度，增加了防止生豬價格過快上漲的內容，提高了政府儲備吞
吐調控市場的能力，既保護養殖戶、經營者利益，也兼顧了消費者尤其是城市
低收入群體的承受能力。

今年春節後，受生豬生產周期性波動影響，生豬價格持續走低。4月11日
，全國生豬出場平均價格為每公斤14.61元人民幣，豬糧比價去年以來首次跌
破6比1的盈虧平衡點，部分地方養殖戶出現明顯虧損。4月下旬以來，受政
府調控和市場調節綜合作用，生豬價格跌勢有所放緩，但截至5月2日，生豬
生產整體仍處於虧損狀態。

對此，有關部門及時啟動調控預案，發布預警信息，目前正在嚴格按照新
預案規定，密切關注生豬生產和市場價格變化，組織開展凍豬肉收儲工作，防
止生豬價格過度下跌，維護養殖戶利益。

發改委稱，新預案的出台，將進一步提高政府對生豬市場調控的前瞻性、
靈活性，緩解生豬生產和市場價格周期性波動。

【本報訊】在近日於太倉舉行的中非
國家紅會合作論壇上，趙白鴿接受中新社
記者專訪時透露，即將聯合衛生部對全國
的紅會冠名醫院進行集中清理，保留的冠
名醫院必須符合資質。 「想賺錢的人請離
開紅會」 ，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
鴿說。

內地出招防豬賤傷農

【本報記者林苑、王悅韶關十四日電】今天下午3
點 48 分左右，中國五冶上海分公司施工人員在韶關鋼
鐵公司特棒工程施工現場安裝行車輔助設施時，突發爆
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6人受傷，現場設施遭到不同
程度損壞。

事故當場造成 8 人死亡，7 人受傷，其中 2 人重傷
，傷者被送至韶關市粵北醫院。截至記者發稿時止，又
有一名重傷者經搶救無效死亡。

據悉，目前韶關市中心血庫告急，韶關市解放路愛
心獻血站在未來三天將延長至 22：00 下班，呼籲市民
前往獻血。

事故發生後，韶關市委書記鄭振濤指示全力搶救傷
者。韶鋼領導立即趕到現場，將傷員安排送院救治。

【本報訊】中國教育部14日公布新修訂的《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
以涉及15條、多達30處的條款修改應對近年來日益上升的高科技作弊及違規行為
。這是2004年5月《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發布以來，教育部首次對其進
行修訂。

近年來，網上販賣電子通訊設備等高科技作弊器材的事件屢禁不絕，高考、考
研等國家考試的疑似泄題事件時有發生。新辦法中，很多條款的修訂都有很強的現
實針對性。例如，為了防範高校自主選拔錄取試點中的學校考核以及高校藝術類、
體育類專業招生考試的舞弊行為，新辦法重新定義了國家教育考試的概念，擴大了
辦法覆蓋的考試範圍；針對利用高科技手段實施的有組織作弊，新辦法提出將原文
「在考試過程中使用通訊設備的」表述修改為 「攜帶具有發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

設備的」。
此外，新辦法根據近年來中國標準化考點建設的新進展，明確視頻監控錄影的

證據效力；針對個別考生通過篡改他人註冊信息的情形，完善了對擾亂考試秩序情
形的描述。

日前，教育部通報了201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泄題事件查處情況，揭
開了教育系統內部人員在國家考試中監守自盜的黑幕。新辦法也專項列出了相關懲
戒措施：在職教師組織團夥作弊，為作弊組織者提供試題信息、答案及相應設備等
參與團夥作弊行為的，教育考試機構應當通報其所在學校，由學校根據有關規定嚴
肅處理，直至予以解聘。國家工作人員組織或者參與團夥作弊的，教育考試機構應
當建議有關紀檢、監察部門，根據有關規定從重處理。

韶鋼爆炸事故9人死亡

中國修規應對高考作弊

【本報訊】針對目前還存在一些企業自檢水準不高
、各地自檢和抽驗進度不平衡等問題，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日前發出通知，要求進一步落實藥用明膠、藥
用膠囊和膠囊劑藥品批批檢要求。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通知指出
，各企業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完成批批檢，凡是不能按期
完成批批檢的企業暫停膠囊劑藥品的生產，集中力量保
證批批檢任務的完成。凡是6月1日仍然沒有完成批批
檢的藥品批次，一律暫停銷售使用。凡是企業自檢發現
不合格藥品必須主動召回，對主動召回的可以免於行政
處罰，對召回不力的，以及監督抽驗中仍發現不合格藥
品的從嚴從重處罰。

據了解，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將於5月底在全
國範圍內開展一次市場膠囊劑藥品品質評估工作，抽取
一定比例的膠囊劑藥品進行檢驗，通過與前期市場抽驗
情況的比對，以評估市場藥品品質狀況，若仍有鉻限量
超標的產品，依法從嚴從重處理。

4月中旬以來，中國各地陸續有鉻超標膠囊劑藥品
被媒體曝光，輿論稱之為 「毒膠囊」。

內地逐批檢驗封殺毒膠囊

▲大慶師範學院全校師生為張麗莉祈禱 由大慶師範學院宣傳部提供

▲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14日宣判武漢銀行爆炸案主
犯王海劍（左）死刑。從犯王偉（中）和王安安
（右）分別被判囚十年和六年 中新社

▲國家發改委宣布，組織開展凍豬肉收儲工作，防止生豬價格過度下
跌 新華社

▲隨高考的臨近，四川省南充一中針對高三學生開展多種遊戲活動，讓考
生釋放緊張心情，以自信樂觀的心態迎接高考 新華社

▲郭美美事件後出現的紅會公信力危機導致全國範圍內獻血者大幅減少，吉林省衛生部門今年將投入財政
資金2300萬元，在全省範圍內新建23個愛心 「獻血屋」 ，鼓勵無償獻血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