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11月 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范德玉
文 摘 广 告

广 告 部 ：5861508 13093338989 （ 联 系 人 ：缪 振 清 ）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铜 广 证 第 3407006 号 订 阅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所 ） 订 价 ：全 年 价 80 . 0 0 元 印 刷 : 铜 陵 日 报 印 刷 厂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义 安 大 道 北 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244000 电 话 ： 总 编 室 ：5861226 编 辑 部 ：5860131 （ 传 真 ） 办 公 室 ：5861227

10 月 21 日上午 8 点多，30 岁的
娄女士走进南京溧水开发区派出所，
“警察同志，我想找回 14年之前的救
命恩人，求求你们帮帮我！”

求助者娄女士来自贵州，14 年
前，她还是个 16 岁的花季少女，却被
人贩子拐卖到溧水，买下她的夏先生
不仅没有为难娄女士，还送给她回家
的路费。如今，娄女士经济宽裕了，她
决定到南京来寻找恩人。

“买主”没强迫她结婚
14年前的娄女士才16岁，被人贩

子拐出老家贵州，一路带到南京，并转
手卖给了溧水开发区一名姓夏的男子。

娄女士原以为会就此坠入魔窟，
没想到夏先生对她很宽容，不仅没有
强迫娄女士立即结婚，而是询问她的
意见，是否愿意和他在溧水生活。当年
一心想回家的娄女士吓怕了，连忙摇
头表示不愿意。

见眼前这位 16 岁的花季少女衣
衫褴褛、可怜无助，善良的夏先生动了
恻隐之心，没有将娄女士强留在自己
家中，更没有让她还钱，还送出了仅剩
的微薄积蓄，作为当年娄女士回家的
路费和饭钱。

日子好了想来报恩
当年，娄女士怀揣着夏先生给的

盘缠离开溧水，辗转回到了家乡，但是
在她的心里，早已种下了一定要回来
报恩的种子。

娄女士后来到了重庆，开始了自
己全新的生活。这些年来，她勤奋工
作、努力拼搏，到南京来报恩的念头也
从未断过。

近两年娄女士手头宽裕了，她觉
得自己总算有报恩的能力了，于是坐
飞机专程赶到千里之外的溧水，寻找
当年的恩人。但找了多天一直未能找
到，她便想到求助当地的民警帮忙。

警方找到好心人姐夫
民警被娄女士这种苦寻恩人的执

着精神打动，决定帮忙寻人。
根据娄女士的口述，民警未能找

到夏先生。细心的民警提醒娄女士，是否
还记得夏先生的其他亲人，通过断断续
续地回忆，娄女士终于记起了一个名字：
金某某。紧接着，民警查到了金某某的身
份，原来这位金先生正是娄女士的恩人
夏先生的姐夫。

民警通过金先生了解到，娄女士说
的确有其事，当时夏先生确实给钱让她
回了家。送上门的媳妇飞了，周围人很不
理解，甚至还有人认为夏先生太笨。不
过，善良的家人很体谅夏先生的做法，并
没有责怪他。

“我要亲口说声谢谢”
民警很快跟夏先生取得了联系，听

说娄女士多年后来找自己，夏先生也很
激动———没想到当年做的一件事，却被
人一直记得。

不过，夏先生正好在外地出差，不能
立即回家，便让姐夫金先生过来跟娄女
士见一面。终于找到惦记多年的救命恩
人，这一刻，感激、激动、兴奋……种种情
绪交织在一起，娄女士看到金先生后，再
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

“感谢警察同志帮我圆了报恩梦，
我一定会等夏先生回来，亲口对他说一
声谢谢！”随后，娄女士跟随金先生离开
了派出所。
警方说法
他阻止侵权继续 善良之举应被褒奖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但细心的读者
可能会问：买卖人口一直是法律重点打击
的对象，《刑法修正案九》就明确规定：对
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一律追究刑
事责任，有力地打击买方市场。那么，夏先
生当年的行为，应该怎么认定呢？

对此，民警告诉扬子晚报记者，当年
夏先生可能没有意识到买媳妇是违法
的，当时的娄女士也没有想到报案。不
过，虽然夏先生参与了买卖，但他的善良
之举，反倒阻止了侵权行为的继续，让这
个好心人成为了解救娄女士的“立功之
人”，应该被褒奖。此外，娄女士一直记
着感恩于人，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同样值得表扬。 扬子晚报

买主给钱帮她回老家 被拐女孩 14年后千里寻好心人

婚礼前夜通宵做了两场手术，直
到凌晨，一宿没合眼的他直接赶回老
家参加婚礼……这一幕发生在郑州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这位医生名叫张凯，
今年 29 岁，是该院介入科的一名普
通医生。

“患者包女士来自河南南阳，今年
43岁，怀孕38周，因瘢痕子宫、前置胎
盘并胎盘植入，需要马上进行剖宫产手
术。”张凯回忆说，患者当天就由南阳
某医院紧急转入郑大三附院就医。

10月 24日下午三点多，包女士在
郑大三附院接受剖宫产手术。由于包女
士是完全性前置胎盘及大面积胎盘植
入，且植入程度很深。手术前，医院产科
对包女士的情况进行了充分讨论，决定
联系介入科医生张凯一起为包女士进
行“腹主动脉球囊暂时阻断术+子宫
下段剖宫产术”。

经过术前准备，张凯同产科多名
医生为患者进行了剖宫产手术，随后
患者娩出一健康女婴。在剥离胎盘时，
患者出血不止，缝扎止血后子宫收缩
乏力，张凯马上为患者进行双侧子宫
动脉栓塞术止血。

但成功栓塞后，患者仍然出血不
止，若再不能止住出血，患者将面临生
命危险。此时，已是晚上八点多，手术
已经进行了五个多小时。

患者的危急情况引起产科专家、
郑大三附院副院长崔世红的高度关
注，在外出差的崔世红对手术进行远

程指挥。医院妇科主任任琛琛和副主任
杨立连忙赶到现场，在征得患者家属的
同意后，医生们为产妇进行了全子宫切
除术，终于止住了出血。

手术于晚上十点半结束，术中产妇
总失血量达 5800 毫升，比一个成年人
的全部血量还多。在这一系列的紧张抢
救后，产妇的各项生命体征终于平稳，转
入重症监护室。

“本以为手术结束了，可以回去结
婚了，家人催得不行了，现在连结婚的礼
服还没买呢，再不回家婚都没法结了。”
张凯说，家人打电话说再不回去就找人
替自己结婚了。

当得知参与手术的张凯第二天结
婚，却一直坚守在手术室，为抢救包女士
尽心尽力时，包女士的家属们感动不已，
连忙道谢。

但没想到，包女士的手术刚结束，又
有一名急诊患者急需手术。

“救人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患者需
要我。”张凯立刻拿起设备又参与到另
一名患者的抢救当中，做完这一场手术
后已经凌晨五点，张凯匆忙离开医院，在
赶回商丘老家的途中置办了自己的结婚
礼服。

“选择这个职业我是做好了心理准
备的，患者的生命健康对我来说高于一
切。”张凯说，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了一
次，好在女友能理解自己。今天上午，当
记者联系到张凯时，他已把婚事办完，准
备动身重回工作岗位。 郑州晚报

医生婚礼前夜通宵手术 凌晨回家途中置办礼服

一道数学题，自己的答案跟书本
给出的标准答案不一样怎么办？大部
分学生选择改正，而成都高新区西芯
小学一名 9 岁男孩罗弋却通过联系
生活实际，推翻了所谓的正确答案。而
在求证的过程中，家长发现这道题不
仅考倒了电子科大、同济大学等高校
的数学高材生，更是作为两届奥赛的
考题出现，其错误答案被出版社沿用
5 年无人察觉。

联系生活实际学知识 5 次
沟通出版社纠正答案

“150 盏亮着的电灯，各有一个
拉线开关控制，被顺序编号为 1，2,3,
4，…，150。将编号为 3的倍数的灯的
拉线各拉一下，再将编号为 5 的倍数
的拉线各拉一下，拉完后亮着的灯数
为几盏？”这是一道考公因数和公倍
数的思维数学题，今年暑假，才上完三
年级的罗弋在做四年级的数学竞赛题
集《培优新帮手》时遇到此题，算出答
案“90”与标准答案“80”不符，妈妈
陈群只当儿子错了。

“妈妈我没有错！”罗弋没有见过
拉线电灯，但他猜想应该就像餐馆里
的电风扇一样，拉一下转起来，再拉一
下停下来。“所以 3和 5倍数重叠的十

盏灯因为拉了两下又亮起来，最后的答
案就应该在80的基础上再加10。”

罗弋的爸爸是同济大学的高材生，
第一次用公因数和公倍数的方法也算出
是 80，听了罗弋的解释后，才恍然大悟
又加上 10。令人咋舌的是，陈群上网一
搜才发现，这道题竟是奥赛“名题”，分
别在 2011 年和 2013 年的奥数考试中
出现，而网上的答案清一色是 80，这才
让陈群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要
联系权威部门纠错。

起初，一个 9 岁小孩的答案并没有
引起青少年世奥赛组委会的重视。“一
听孩子没参加过奥数比赛就质疑答案有
误，组委会连说没资格纠正，叫我们去找
出版社。”9 月 28 日，陈群不得不联系
出版《培优新帮手》的崇文书局。记者看
到，在 3 次邮件、4次电话沟通过程中，
出版社在请主编和多名编者重新做题
后，认为“此题有解题步骤，属于思路错
误”，依然坚持旧答案，并建议孩子去网
上搜索解题步骤。陈群不甘心，她发出两
封纠错邮件，将罗弋的推演思路和指出
的常识性问题告知编辑。终于，在 10月
20日上午，陈群收到崇文书局编辑室主
任许举信的邮件“我们将孩子的思路和
答案反馈给主编和多名编者，在重新审
视这道题后惊讶地发现孩子的思路和答

案确实是正确的”。编辑部承诺将在相
关权威杂志发表声明，并在以后的出版
中使用罗弋的答案。许举信分析了造成
5 年无人纠错的原因，“大人在解此题
时都会用到公倍数，罗弋没有学过，只能
用常识去解答。但这道题对小孩来说难
度很大，通常他们的答案都来自于老师、
家长和标准答案。”

爱总结数学规律把理科原理
巧用于生活中

从三年级开始，数学老师石丽就认为
罗弋很有数学天赋。当时讲到两位数相乘
的知识点，其他孩子用竖式或者一个个相
加，罗弋却在草稿本上画几道交叉的线
条，以交叉处所在位置推演出答案。“他告
诉我，这个方法是一位数学家发明的，他
在此基础上简化了线条，几笔下来可以直
接看出答案，更方便更迅速。”

做完书本上的题，罗弋常嚷嚷着让
父母给他出题。一次陈群把一道需要用
到高中镜像原理的题拿给罗弋，没想到
他不到一分钟就算出正确答案。罗弋不
以为然，“我早就总结过了，长与宽的和
不变的情况下，长方形的长和宽越趋近
于正方形，面积越大。”作为数学课代
表，他不仅是老师的小助手，常常为同学
解答疑问，还发动他们互相查漏补缺。

由于爱钻难题，罗弋常常忽略细节
和基础，他曾忘记写数学单位、转化单
位，甚至做漏题。而最令妈妈头痛的是，
儿子不爱做作业，“我不喜欢做累手的
事情，我写字很慢，喜欢用几个符号就把
我的想法表达。”罗弋说。这学期，陈群
要求罗弋在做完家务、照顾好弟弟以后，
利用 2 小时时间做作业，“到了 9 点半
必须搁笔，去睡觉。”情况才有所好转。

而在做家务时，小男孩还用物理原
理解决生活小难题。一次，冷冻室的肉被
牢牢粘在冰箱里取不出，罗弋拿一根筷
子寻找最薄处的冰，一面大力敲打，一面
演示给妈妈看：“筷子放越平，冲击力越
大。”他还教妈妈如何利用偏心力和离
心力，用洗衣机洗两双袜子，不把机壁撞
得呯嘭响：“两双袜子相对而放，就可以
达到平衡没有响声。”

在热爱数学之外，罗弋的另一兴趣
是阅读。在班主任白煦兰的印象中，罗弋
是个静得下心来的小孩，“每天中午吃
完饭，他都会去班级图书角取一本书静
静翻阅许久。”不过，小家伙却称自己看
的都是“闲书”，诸如《狼图腾》、《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八十天环游世界》。
此外，画点花花草草的水墨画，是他做题
做累之后用来放松自己、祛除烦恼的方
式。 华西都市报

错误答案沿用 5年无人察觉 9岁学生纠错奥赛名题

在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昌平村，
农民王智东在自家的“科学储粮仓”里
整理玉米。在各级财政补贴支持下，家
种 100 多亩玉米的黑龙江省肇东市昌
五镇昌平村农民王智东今年只花了
500 多元就买到了可以容纳近 30 亩玉
米产量、容量约为 20 吨的“科学储粮
仓”，为玉米存储提供了保障。肇东市
今年共投用了 1700 多个 “科学储粮
仓”，改变了以往将玉米堆积在地上的
存储方式，有效减少玉米变质、发霉、受
污染等损耗。

王建威 摄

北大仓”“科学储粮仓”
保护玉米防坏粮

Space X 的“可回收火箭”、维
珍银河公司的“太空船”……过去的
一年里，全球商业航天可谓风生水起。
近日，中国最大的运载火箭生产
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正式
成立了专门服务于商业发射的火箭公
司———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我国
历史悠久的 “长征” 火箭品牌正式
“下海从商”。

公司数量五年翻十倍 商
业航天势头迅猛

当前，市场对于商业航天的需求
越来越高。据公开报道，未来全球商业
卫星发射需求超过万颗，国内需求也
将超过一千颗。公众更是对于“太空
旅游”热情高涨，世界主要的几家太
空旅游公司已经确定有数百位预定旅
客和数千人购票意向。

据美国航天基金会发布的
《2016 年航天报告》显示，2015 年商
业航天产业在全球航天经济总量中占
比超过 76%，并且还将进一步扩大。
近五年来，全球范围内航天领域的从

业公司数量增长了近十倍。波音、
OneWeb、SpaceX 等都分别发布了自
己的小卫星星座计划，谷歌、Face-
Book、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也正在
积极参与其中。

我们看到，原本由各国政府主导的
“高大上”的航天产业正在变得“接地
气”，逐步走向大众消费。

“长征火箭” 开打商业牌
中国商业发射大幕拉开

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近日高调
亮相珠海航展。该公司依托航天一院多
年的火箭研制和发射经验，具备提供卫
星发射、在轨交付与使用、卫星商业运营
一体化服务的能力，初期计划投放 4 款
产品，包括液体低轨商业火箭、液体高轨
商业火箭和固体商业火箭三型成熟产
品，和一型正在研制中的液体中型商业
火箭“长征八号”。

据了解，“长征八号” 是一型采用
无毒无污染推进剂的新型火箭，预计于
2018 年首飞。该新型火箭将对标国际，
在保证高可靠性的前提下，将大幅降低

中低轨卫星的发射成本。

“打个火箭去太空”国人
太空梦或将成现实

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不仅开展
常规的航天发射业务，未来还将适时推
出“太空星网、太空专车、太空顺风车、
太空班车”等多类型发射服务。

中国火箭公司总裁韩庆平介绍，
“我们计划在 2020 年前后，利用百吨级
亚轨道飞行器，向大众提供可乘坐
6-20 人，最高 80-140km亚轨道太空
旅游观光、短时间失重飞行体验、按需定
制的独特机动飞行等。”

对于更远的未来，该公司也已经有
了计划：在 2030 年前后，利用百吨级组
合动力飞行器，实现长时间亚轨道旅游
飞行体验，并支撑未来全球快速点对点
洲际航班到达、长期空间商业飞行业务
的开展。

商业航天魅力无限 既有模
式将被颠覆

“组合动力飞行器，我们已经在进

行相关的关键技术攻关了。”韩庆平告
诉记者，“我们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基础，
只等未来在市场的牵引下，通过商业航
天激发需求。

“这也是商业航天的魅力所在。”
韩庆平说，“‘开放’将是我们最重要的
关键词，我们将和社会各方全面合作，包
括且不限于技术、产品、基础建设、市场
等，打造一个开放兼容的商业航天全产
业链。”

同时，过去的研制模式也受到了极
大的挑战。“我们要开发一种全新的火
箭研制模式。”韩庆平表示，中国航天
60 年走来，一直是以保证高可靠为宗
旨，而商业航天看重的是降成本和快速
反应，“我们必须在高可靠和低成本、快
速反应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商业航天
的需求将越来越大。韩庆平说，目前，我
国的商业航天正处于转型期。“以前是
以国家任务为主，商业发射只是捎带，而
现在单独拿出一个版块，作为一项战略
去做，是一个全新的起点。”韩庆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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