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道行涉貪被開除黨籍
深圳原副市長 染指大運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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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運會操盤手、深圳市原副市長
梁道行涉嫌嚴重違紀事件有新進展。廣東
省紀委18日證實，梁道行涉嫌索取他人財
物，收受他人巨額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
嚴重違紀並涉嫌犯罪，經報廣東省委批准
，決定給予梁道行開除黨籍處分，收繳其
違紀所得，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據
消息人士透露，初步查明梁所涉罪行與其
主管大運會工程建設及經費問題有關。

【本報記者方俊明、唐剛強、實習記
者董謙君十八日電】

3月17日，世茂納米魔幻城．上海深
坑酒店與美國國家地理頻道合作的偉大工

程巡禮紀錄片開機儀式在上海佘山舉行。據介紹，即將開工
的深坑酒店，由上海世茂集團投資建設，是世界上首個建設
於坑內的五星級酒店。 中新社

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病逝

「諮詢熱線一開通就
被打爆，最多一天接了
1200多個電話，超過70%

來電尋求幫助的人都跟婚外情有關。」記者從有上
海 「婚姻醫院」之稱的 「家和工程」工作基地的諮
詢熱線剛剛開通，熱線即爆滿，短短一周已接待近
萬名身陷婚姻危機的人。

數據顯示，2012年，上海辦理協議離婚登記
43964宗。其中離婚原因為第三者插足的為365宗，
佔8.3%。 「家和工程」的公益婚姻諮詢熱線統計顯
示，來電諮詢有關婚外情問題的人當中70%為女性
，年齡分布則是80後及90後居多。在分析婚姻診治
案例時， 「家和工程」試點工作基地代表舒心表示
， 「上海某醫院裡有一對夫妻，妻子是醫生，丈夫
則是醫院的行政管理人員。妻子兩年前懷疑自己老
公跟醫院的護士有染，所以在家裡的床上、沙發上
和車裡搜集長髮，任何有關小三的蛛絲馬跡都不放
過，直到丈夫在各種 『證據』面前承認自己有小三
，想跟妻子離婚，但是妻子並不想離婚，所以找我

們婚姻醫生求幫助。」

假離婚 「療法」
舒心補充，在他諮詢過的婚外情案例中，許多

知道配偶有外遇的夫妻並不想離婚，而是想尋求方
法擊退 「小三」，讓另一半回家。 「針對矯治婚姻
外遇，我們目前一共有三種療法：一是移情，主要
專注於轉移小三的感情，其二是移位，讓小三調離
當事人配偶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其三是介入療法。
」據了解，以上療法都按每小時1200元的價格收費
，雖然價格高昂，但已有超過200人參加婚姻外遇矯
治。

針對居高不下的離婚率， 「家和工程」的婚姻
醫生則想出了 「假離婚」療法。夫妻雙方同樣需要
簽訂離婚協議，但協議不經過法律程序，之後二人
各自生活。舒心指出多數夫妻離婚，其實一開始都
是衝動，隨分開一段時間後矛盾逐漸淡化，兩人
復合機會很大。據了解，在婚姻醫院接受試 「假離
婚療法」的200多對夫妻裡，有80%重歸於好。

婚姻醫生在滬走紅
本報實習記者 朱逸雲

現年64歲的梁道行，近40多年間一直在深圳黨政
機關工作。自去年12月初廣東省紀委首次證實，他因
涉嫌嚴重違紀問題接受組織調查，有關他涉及大運會
工程貪腐問題的傳聞就一直不斷。

傳靠許宗衡操盤大運會
據深圳市政府有關人士透露，梁道行與原深圳市

長許宗衡（因受賄罪被判死緩）私交甚篤，正是許宗
衡的力薦，才使本已到退休年齡的梁道行操盤運作整
個大運工程。深圳大運會一直被指掏光了深圳的錢袋
子，令本來富裕的政府財政變得捉襟見肘。深圳早前
發布的大運會審計結果顯示，違規採購項目達62個，
涉及金額1132.18萬元。同時，梁道行領導的大運執
行局在大運會臨近期間因協調組織不力，最後深圳市
不得不重新指定幾大相關部門緊急介入，這在重大賽
事前是絕無僅有的。不過，這並未影響梁道行繼續染
指大運工程，謀取利益。

消息稱，梁在擔任深圳大運會執委會副主席兼秘
書長、執行局局長期間，該局經費使用等方面問題多
多。去年底公布的大運會審計結果亦顯示，大運期間
工程建設和資金使用都存在問題，出現物資使用率低
，採購過度，部分項目建設管理不善，部分工程結算
不實，報價送審金額虛高等問題。而梁道行的問題主
要是涉嫌肆意插手大運會工程建設等項目，向有關單
位或企業索取 「好處」後才提供 「便利」，否則就設

置諸多阻礙；同時，也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其賄賂
巨款的人員謀取、轉讓相關工程。

料仍有官員涉案
廣東省紀委的通報也證實了梁道行貪污索賄的事

實，經查，梁道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
，收受他人巨額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梁的上述行為
已構成嚴重違紀並涉嫌犯罪。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
處分條例》等規定，經廣東省紀委常委會議審議並報
廣東省委批准，決定給予梁道行開除黨籍處分；收繳
其違紀所得。

梁道行在深圳的官聲一直不佳，他的落馬令當地
市民拍手稱快，官場人士則認為梁早晚會出事。由於

梁道行是深圳本土官員，在深圳為官多年，關係網眾
多，他的倒下無疑將會拔出蘿蔔帶出泥。據了解，在
梁道行落馬前後半年間，先後有深圳市南山區政協主
席溫玲、南山區南山街道辦書記黃亮、深圳市大運會
執行局原副局長趙廣華、南山區國有控股公司深圳市
科匯通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建彬、前董事長李
慶傑，深圳市建築工務署黨組成員、副署長葉虔以及
曾擔任梁道行秘書的深圳南山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韓
江等人被調查。這些相關人員被查，多與大運會有
關。

梁道行涉案金額到底多少，目前還未有定論。深
圳坊間則傳聞梁不僅涉及權錢交易問題，而且生活腐
化墮落，與年輕女性長年保持不正當關係。

穿紅色袈裟的僧人加洋言排，
拄枴杖步履匆匆地從僧舍趕往寺院
門診，笑對在走廊等候多時的病人
道上一句： 「deimo（你好）」每天

，加洋言排要接診至少80名全國各地 「慕名而來」的病人，
每次看病僅收取四五元人民幣，用以購買藏粉藥包， 「最貴
的一次，開藥費40元」，加洋言排說。

加洋言排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科才寺院的僧人，也
是該寺院藏醫院創建以來的第一批醫生。他右腳天生殘疾，
身材瘦小，留長長的鬍鬚。

科才寺位於甘南夏河科才村境內，為拉卜楞寺所轄格魯
派寺院。2004年，國家在科才鄉實施易地搬遷項目和遊牧民
定居工程；目前，該鄉3358名牧民實現集中定居；科才寺藏
醫院也在同年得以新修。

近日，記者來到新修的寺院門診，大門左側擺放一排
刻有獨特藏式花紋的轉經筒，藏族老阿媽虔誠地撥動轉經
筒；院內，有幾輛摩托車和小轎車停放，候診的藏民不時
將頭探進加洋言排的診室裡。

「以後注意不要吃生冷的食物。」走進病房，加洋言排
正在為病人號脈問診，一位弟子在旁記錄藥方。病房內，一
張辦公桌，一張病床，一個書櫃，簡單的醫療用具插在杯中
，簡陋卻整潔。辦公桌上，擺放一個木製的壽星人偶，笑
瞇瞇的樣子和他實很像。

「學習藏醫的初衷是想戰勝病魔。」加洋言排說，七歲
時，他右腳神經開始疼痛無比，並逐漸失去意識，最終只能
借助枴杖行走。

腿腳不便堅持上山採藥
1974年，13歲的加洋言排從家鄉科才村前往拉卜楞寺出

家學習藏醫。三年學成之後，加洋言排回到科才寺，成為寺
院一名僧人。1979年秋天，他在拉卜楞寺考取了鄉村醫生資
格證，成為一名合格的醫生。1980年，科才寺創建寺院藏醫
院。加洋言排和另一位藏醫留了下來，那時病人都是騎馬來
寺院找他看病，來不了時，他就騎馬出診。他還自己上山挖
草藥，腳傷常會帶來行動不便， 「被狗追，滾下山都是常有
的事兒」。加洋言排說。

行醫期間，加洋言排還常為貧苦藏民免費治療，而病人
每次醫藥費不過幾元。他高明的醫術在牧區傳開，青海、四
川、拉薩、北京等地民眾都知道科才村有一位 「宅心仁厚」
的 「阿科」。病人還贈送他新藥箱和枴杖。

52歲的加洋言排看起來依舊很年輕。他說，他將堅持出
診到生命的最後，希望醫院能有更多先進的醫療設備，歡迎
更多醫務人員能來牧區交流，給當地醫生教授新的醫學知識
，為民眾服務。 （中新社）

雷州毒魚事件查出元兇
【本報記者鍾鑫湛江十八日電】近日雷州出現部分民眾

疑吃 「跳跳魚」中毒事件。雷州市政府今天證實，中毒人數
增至22人，因食用與 「跳跳魚」（又名彈塗魚、花條）類似
的雲斑裸頰蝦虎魚所致。目前已有16名中毒人員出院，其餘
病情穩定。

14日至15日，雷州市出現多宗群眾食用疑似 「跳跳魚」
後出現頭暈、噁心、嘔吐、口唇麻痹、四肢麻痹等症狀，先
後有22人送院觀察，除病情最重的68歲患者因患有心臟病需
要住院觀察外，其餘患者料可於19日出院。

雷州市衛生局、海洋與漁業局等相關部門排查後，確認
「元兇」並非 「跳跳魚」，而是與其類似的雲斑裸頰蝦虎魚

。據海洋與漁業局負責人介紹，雲斑裸頰蝦虎魚含有劇毒，
不同於 「跳跳魚」。 「跳跳魚」眼突出並能轉動，吻尖，魚
體呈藍褐色或灰棕色，腹部白色，體側上部沿背鰭基部有
6-7條灰黑色的橫紋；而雲斑裸頰蝦虎魚眼平或者凹，吻鈍
，通體呈淡白色，側紋只有三塊大棕斑，背部有雜色。目前
，雷州市有關部門派出工作人員到沿海地區進行調查，禁止
民眾捕撈、銷售和食用雲斑裸頰蝦虎魚。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十八日電】有中國 「天下第
一村」之稱的江蘇華西村，其原黨委書記吳仁寶（圖）
，今日下午六時因肺癌醫治無效逝世，享年85歲。30
多年來創下了中國農村發展奇的吳仁寶，一直聲
稱要 「幹到八十五歲」，結果真的工作到生命最後
一刻。

2011年10月，華西村舉行建村50周年村慶時，吳
仁寶坦然表示， 「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就是─生命
不息，服務不止！」他從來沒有對外界披露過自己身
患肺癌。2012年11月28日，在華西村 「世界公園」裡
舉辦的 「華西首屆文化藝術節暨博物館落成儀式」上
，吳仁寶出面，利索地招呼八方賓客，前後忙碌，
並親自剪綵，除了走路略顯遲緩，絲毫看不出是個病
人。

2003年7月，吳仁寶從村黨委書記位子上退下來
後擔任華西村黨村企總辦主任，負責村建工作，並監
督集團公司。他同時還兼任華西村藝術團團長。他如
此解釋自己不懈工作︰ 「一是我年輕的時候有效工作

做得太少了，現在政策非常好，我要把年輕時耽誤的
補回來。二是我工作有缺點，五十年代聽，六十年代
頂，七十年代拚，八十年代才醒。」

華西村最著名 「景點」
35年來，在吳仁寶的帶領下，華西村成為全國首

富村， 「中國第一村」。2012年，由發改委等舉行的
「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暨影響中國改革20年20

人論壇」上，吳仁寶榮獲該活動最高獎─ 「影響中
國改革20年20人」第一名。

出生於1928年11月的吳仁寶退休後成為華西村最
著名的 「景點」。只要他在村裡，每天上午十點三十
分，都會到村裡的大禮堂 「民族文化宮」，給前來華
西村參觀的遊客講上二十分鐘，貼近形勢，選擇主題
，最近的話題當然是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很多人來華西村就是為了看看老書記，沒看到
老書記就覺得白來了。」華西村分管宣傳工作的孫海
燕說。

【本報訊】據新華社貴陽十八
日消息︰貴州水礦集團馬場煤礦 「
3．12」煤與瓦斯突出事故現場救
援基本結束，救援人員在井下先後
找到4名被困礦工遺體。至此，此
次事故共造成25人死亡。

記者18日從事故現場搶險救援
指揮部了解到，事故中遇難的25名
礦工的賠償金額均將按照現行最高
標準執行，每人獲賠103.6萬元。

3月12日20時許，貴州水礦集
團下屬格目底礦業公司馬場煤礦
13302巷道發生煤與瓦斯突出事故
，造成21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
經初步估計，事發巷道突出煤矸堆
積在井巷的長度約188米，突出煤
矸量約2200噸。此次事故被初步認
定為是一起責任事故。馬場煤礦礦
長鄧峰、技術負責人張昌和、安全
負責人劉敏予以撤職；對格目底礦
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高良玉、分
管安全副總兼總工程師余志國被責
令辭職。其中，鄧峰、張昌和、劉
敏3人因涉嫌安全事故責任被立案
調查，現已被公安機關控制。

穗一官員猥童被起訴
【本報實習記者董謙君廣州十八日電】廣州市荔灣區檢

察院今日透露，目前已對原廣州市民政局民間組織管理局稽
查處處長李軍涉嫌性侵男童一案提起公訴。據查，該官員利
用網絡手段誘騙男童到住處進行猥褻，逾三名男童受害。近
年網絡犯罪案件大增，僅去年荔灣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的該類
案件就激增九倍。

據廣州市荔灣區檢察院查明，2011年9月，李軍在網上
以發漂流瓶和聊天方式結識男童小傑（化名）。通過不斷的
聊天誘騙獲取男童信任，隨後利用金錢、物質引誘的方式將
男童小傑帶到其住所，多次對小傑進行猥褻。2012年4月至5
月間，李軍又用同樣方式結識了男童小彬、小輝（化名）。
直到2012年6月受害人小傑及其家屬向公安機關報案，事件
才得以曝光。去年8月9日，荔灣區檢察院以涉嫌猥褻兒童罪
將其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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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來創建全國首富村

▲梁道行（小圖）被指在大運會工程上索賄，18日被開除黨籍。圖為大運會工程之一，耗資五千萬人民
幣的深圳春花天橋 資料圖片

深坑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