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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身体残疾，但他们活得漂亮！
本报记者 李潇 陈晓玲 茅猛科 本报通讯员 蒋成平 李淑君

提到“520”，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我爱你”或“发红包”。而今年的“520”，又是
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也就是全国助残日。

在这个非同一般的助残日中，本报记者来到几位残疾人家中，从他们身上看到了
身残志坚的精神。虽然身体残疾，但凭着自己的努力，他们活得坚强、活得漂亮，他们
那种拼搏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记者也从市残联获悉，为了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他们对于残疾人创业、开
店等也有着相应的补贴。

患有先天性马蹄形内翻足，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但是却凭借自身努力成为
了国家残疾人游泳队的一员，并且在多项大赛中获得好成绩，刘赟涛觉得——

“只有奋斗才能创造幸福！”

患有先天性马蹄形内翻足，
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但是却凭借
自身努力成为了国家残疾人游
泳队的一员，曾在 2015 年全运
会男子 s2级 50米仰泳中刷新世
界纪录，还获得 2016 年里约残
奥会银牌，近日更是被评为全国
优秀共青团员，来自陵口折柳村
的刘赟涛用自身的努力上演了
一场涅槃重生。

1995年，刘赟涛出生于陵口
镇折柳村一个普通家庭，出生二

十多天被诊断为马蹄足内翻，面
临终身残疾。17岁那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刘赟涛得知省残联在
招游泳运动员，尽管怕水，但还是
义无反顾报了名，因为他觉得，只
有奋斗，才能造就更好的自己。

经过短短两个月的练习，刘
赟涛在省锦标赛中获得了三块金
牌，2012年 11月，顺利加入了江
苏省游泳队，成为省残疾人游泳
队的一员。“勤能补拙，能吃苦才
能创造好成绩。”刘赟涛表示，在
省队教练的指导下，他疯狂地练
习，在2014年的全国锦标赛中获
得了两银两铜的好成绩，2015年
11月被选进了国家队，2016年 1
月在克罗地亚世界残疾人游泳公
开赛上获得50米仰泳铜牌，2016
年9月代表国家队参加巴西残奥
会获得 s4级50米仰泳银牌，刷新
亚洲纪录。然而，所有的风光背
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艰辛。

冬天时每天训练七八个小
时，夏天则每天训练十几个小
时，五十米泳池一百个来回，一
天的游泳总里程数上万米……

这就是刘赟涛的日常训练，每天
面对高强度的训练，尽管艰辛，
但他从未想过放弃。“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路要走，只有拼搏奋
斗，才能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生
活。”因为想为游泳队争光，刘赟

涛并没有注意高强度训练带来
的很多伤病，慢慢累积下来了，
造成皮肤过敏、溃烂，等到注意
的时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因为身体状况，之前我一
直自卑，游泳改变了我的人生，
让我收获了很多，构建起了自
信，也让我懂得了肩头该有的责
任。”今年 4月，由于身体原因，
刘赟涛不得不退役回家，无法再
继续游泳，虽然已经告别泳池，
但刘赟涛却表示在游泳队训练
的六年时间是他最难忘的时
光。近日，刘赟涛凭借自己的努
力，在市区买了一套房，正在装
修中，未来，他希望能凭借努力，
找到一个好工作，构建一个幸福
的家，努力担起这个家庭的责
任，孝顺父母，同时还能用专业
技能帮助别人。

今年 70岁的蒋网网有兄弟
姐妹 6个，作为老大的她从小身
体就不好，两岁时得了脑膜炎，
治愈后虽然大脑没有受影响，但
身体却留下了“缺陷”。“我比别
人长得矮，走路一瘸一拐，背上
还有个‘大包’，虽然从小都是受
着异样的眼光过来的，但还是有
不少热心人帮助我。”就是在这
样的生活环境里，蒋网网一直保
持着一种乐观、感恩的心态，从
20多岁工作开始，她就有了做鞋
子送人的习惯。而这样的习惯，
从工作时的陆陆续续变成了现
在的常态。

昨天，记者在位于大定船社
区的海会新村小区里见到了蒋
网网老人。蒋网网说，就在记者
到来之前，楼下的邻居送来了几
块好的布料，她正忙着剪样。“你
看我家里堆着的都是还未成型
的鞋子，就是想趁着有力气多做

一些。”说着，蒋网网鞋堆里拿出
做好的鞋摆到了桌上，拖鞋、布
鞋、棉鞋，四季都有。样式虽然
普通，但做工着实不赖。

“起初都是我自己准备所有
的做鞋材料，后来大家开始送来
些破旧或是不穿的衣物，然后制
成鞋面。”蒋网网说，做一双布鞋
要经过好几道工序，首先要打袼
褙。在现场，她给记者进行了演
示，首先拿起碎布头，用白面熬
的浆糊将碎布头裱上纸粘在一
块板子上，放在太阳底下晒。接
着，照着脚的大小剪好鞋样，几
张袼褙合在一起，一针一线地纳
鞋底。再用锥子钻眼，将连着线
的细针扎入，一针一线，细细缝
制。然后就是制鞋面，最后完成
鞋帮与鞋底的结合。

“这样的手艺可是从 20 多
岁开始做鞋练就出来的。”蒋网
网说，17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
了，而母亲也因为此事急出了
病，之后，照顾 5 个弟弟妹妹的
任务就压到了她的身上。她在
橡胶厂的工作很忙，那时候住在
上海姑妈家的奶奶为了帮她减
轻负担，都会做一些鞋子从上海
寄回来，上半年寄的有时候到下
半年才能收到。“原本奶奶做的
是春天穿的，寄回来都冬天了，
而且鞋子也小了。”蒋网网说，那
时候自己就开始学着做鞋子了。

每年制鞋除了供家人穿外，
大多数还是送给了邻里、厂里的
朋友和帮助自己的人。她说，身
边的老人很多，大家都喜欢穿既
舒适又养脚的布鞋，可市面上手
工布鞋很少，要么就是价格太
高，最重要的是，自己一个人生
活，不免会麻烦别人，心里总是
过意不去，于是退休后，她就打
起了做鞋子的“念头”。每回看
到别人穿着自己做的鞋子时，蒋
网网的心里也总有说不出的满
足感。渐渐地，她就养成了每年
制出百余双布鞋送给他人的习
惯。

现在蒋网网的家中堆积数
百双未成型的鞋子，还有数捆布
料，平常她除了养花弄草之外，
就是做鞋子，几乎不怎么下楼，
她说，想趁着现在身体还可以的
时候多做一些，“大家平时经常
帮我，但我还是觉得应该自强自
立一些。”对于现在的生活，蒋网
网很是知足，“以前那么苦的日
子都过来了，现在的生活很幸
福，没什么可以计较的了。”

虽然身体残疾、孤单一人，但生活并不是黑暗的，因为身边有很多热心帮
助她的人，蒋网网觉得无以回报——

“我就帮他们做双鞋吧！”

下肢瘫痪十年，爱心人士及其就职公司给予她
帮助和鼓励，对此，邵苏阳表示——

“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

“现在，我就希望身上的褥
疮能够尽快好转，可以用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来做好自己的工作，
做一个对社会、对公司有用的人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轮椅
女孩”邵苏阳家中，面对自己如
今的状况，邵苏阳感到很无奈，
因为身上好几处地方患有褥疮，
导致目前没有太多精力处理公
司的事情，然而公司对她又很是
照顾，并没有因为她经常请假而
对她有所埋怨，这让邵苏阳总感
觉亏欠了公司。

对于邵苏阳，本报曾多次
报道。这位 1981 年出生的女
孩，毕业于苏州大学新闻专
业。中学曾获丹阳市三好学
生，大学期间更是获得过各种
奖学金；大三以后，先后在丹

阳电视台、《扬子晚报》、《长三
角》等媒体实习；毕业之后曾
就职于苏州《名城早报》、中国
南方电网公司。然而，2008年
6 月，却因为在广州黄埔大道
上遭遇抢劫导致下肢瘫痪，
2010年，邵苏阳回到了丹阳。

“回到丹阳后，我曾一度心
灰意冷。”邵苏阳告诉记者，后来
在很多爱心人士和同学们的帮
助下，才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当时想着自己所学专业不能放
弃，于是便在网上找一些文案方
面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2011 年，邵苏阳开始在全国最
大威客网站“猪八戒”网从事文
案写作。2014 年，在高中班主
任王克才的帮助下，邵苏阳入职
鱼跃医疗。“公司对我很是照顾，
考虑到我行动不便，很多工作只
要在家里完成即可。”邵苏阳告
诉记者，为了回报公司，她工作
很是努力，除了日常家务，她把
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本职工作
上。

然而，去年以来，因身上出
现褥疮，不能好好工作，邵苏阳
感觉很是内疚。“别人给予我帮
助，我也要努力做一个对别人有
用的人。”邵苏阳最后说道。

记者 李潇 摄

记者 陈晓玲 摄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86983119

记者 茅猛科 摄

地址：丹凤北路与新民东路交口西北角新
市口广场1号（交通银行北隔壁）

汉庭酒店(丹阳新市口店)502房间
公交路线：公交1路、5路、6路、8路、12路
到新市口（北）站下。

高价求购各年份茅台酒
明码标价 诚信第一 正规收购

鉴定 评估 变现
中国藏酒协会在全国各地开展老酒收购征

集活动以来，获得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和青
睐。为了更好的普及老酒知识文化，保护老酒资
源，避免老酒由于保存不当，出现少酒、蒸发、受
潮、品相破坏、价值丧失等现象，本协会特举办此
次活动，可为广大市民朋友免费鉴定老酒真假，
价格评估，变现等亲民活动！在此我们主打高价
收购茅台，只要您家中有1960年~2018年的各种
新老茅台、纪念茅台、生肖茅台、企事业单位定制
茅台、专供茅台、年份茅台我们一律高价收购！
多少均可。另代收年份久点的五粮液、剑南春、
郎酒、董酒、泸州老窖、地方库存的高度名酒、
洋酒，整箱、单瓶的都可以带到现场鉴定、估
价、变现。如有意售的朋友，一律现金回收。

本次收购价高本次收购价高、、正规正规，，机会难机会难
得得！！买卖随您本人意愿买卖随您本人意愿，，现场达现场达
成交易的朋友报销车费成交易的朋友报销车费3030~~100100
元元！！对于年纪偏大或酒多不便对于年纪偏大或酒多不便
来现场的市民来现场的市民，，我们将提供当天我们将提供当天
电话预约电话预约，，当天上门回收快捷服当天上门回收快捷服
务务。（。（非卖勿扰非卖勿扰）！）！

年份 价格
2018年茅台酒 1180元/瓶
2017年茅台酒 1180元/瓶
2016年茅台酒 1180元/瓶
2015年茅台酒 1180元/瓶
2014年茅台酒 1200元/瓶
2013年茅台酒 1250元/瓶
2012年茅台酒 1300元/瓶
2011年茅台酒 1400元/瓶
2010年茅台酒 1500元/瓶
2009年茅台酒 1600元/瓶
2008年茅台酒 1850元/瓶
2007年茅台酒 1900元/瓶
2006年茅台酒 2000元/瓶
2005年茅台酒 2100元/瓶
2004年茅台酒 2200元/瓶
2003年茅台酒 2300元/瓶
2002年茅台酒 2400元/瓶
2001年茅台酒 2500元/瓶
2000年茅台酒 3100元/瓶
1999年茅台酒 3500元/瓶
1998年茅台酒 3600元/瓶
1997年茅台酒 3800元/瓶
1996年茅台酒 4000元/瓶
1995年茅台酒 4800元/瓶
1994年茅台酒 5000元/瓶
1993年茅台酒 5500元/瓶
1992年茅台酒 6000元/瓶
1991年茅台酒 6500元/瓶
1990年茅台酒 6800元/瓶
1989年茅台酒 7600元/瓶
1988年茅台酒 8000元/瓶
1987年茅台酒 8600元/瓶
1986年茅台酒 10000元/瓶
1985年茅台酒 11000元/瓶
1984年茅台酒 12000元/瓶
1983年茅台酒 13000元/瓶
1982年茅台酒 13800元/瓶
1981年茅台酒 14500元/瓶
1980年茅台酒 15000元/瓶
1979年茅台酒 25000元/瓶
1978年茅台酒 26000元/瓶
1977年茅台酒 30000元/瓶
1976年茅台酒 35000元/瓶
1975年茅台酒 38000元/瓶
1974年茅台酒 40000元/瓶
1973年茅台酒 45000元/瓶
1972年茅台酒 50000元/瓶
1971年茅台酒 55000元/瓶
1970年茅台酒 60000元/瓶
1969年茅台酒 70000元/瓶
1968年茅台酒 80000元/瓶

中国藏酒协会丹阳站
（老酒收购）
现场免费

正规高价保存要好
再早年份另议

1斤装茅台价格表
（要求必须酒满53度~60度保存要好）

丹阳地区均可上门
活动时间：2018年5月21日至5月24日

电话：18751347060

另，因天气炎热，本单位最后一次在丹阳站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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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9日晚，在意甲联
赛收官战尤文图斯主场与维罗纳
的比赛中，第62分钟、也就是下
半场的第17分钟，尤文主帅阿莱
格里用平索里奥换下了布冯，以
此致敬布冯与尤文图斯相守 17
年的岁月。比赛为此中断，这一
幕令无数人动容，布冯与尤文图
斯球员一一相拥告别。最终，尤
文2比1取胜，一代传奇的故事
就此终结。

布冯，这个 40 岁的老男
人，带着不舍和眷念，此前已经
宣布将在今年夏天告别效力 17
年之久的尤文图斯。

2001年7月4日，尤文图斯
俱乐部官方宣布，从帕尔马引进
23岁的门将布冯。当时的媒体见
面会上，小将布冯带着笑容说
道：“尤文是一家大俱乐部，我
确信，我会在这里赢得很多奖
杯。”2018年5月17日，40岁的
布冯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动情地
说道：“周六，将是我代表尤文
图斯的最后一场比赛，我认为，
这是结束这段美妙旅程的最好的
方式。未来3天会很动情，等到
一切平静下来，我会宣布对自己
最好的决定。”

19日晚尤文与维罗纳的比
赛座无虚席，球迷纷纷来和传奇
告别。下半场第17分钟，时间仿
佛就此定格。当布冯被换下时，
尤文教练组全体成员及替补球员
在场边列队，与全场4万多名球
迷一起，目送一代传奇离开。看
着老爸在场上与队友一个个拥抱
告别，布冯的儿子也在看台上伤
心抹泪。布冯在换好T恤重返场

内后，绕着看台与头排的球迷挨
个握手或拥抱致意，比赛为此中
断的时间超过 20分钟。但尤文
球迷仍然尽情地向布冯诉说着自
己的感谢和不舍。一些球迷紧
紧拥抱着布冯，而布冯早已泪流
满面……

布冯被换下前，完成了他在
尤文的最后一次零封对手。被
平索里奥换下场后，维罗纳第
76分钟就扳回了一球。不过，2
比 1的比分被尤文保持到了终
场，斑马军团用一场胜利为布冯
的告别之战画上了圆满句号。
据《都灵体育报》报道，即便布冯
已经40岁高龄，英超的利物浦、

切尔西、曼城与曼联几大豪门仍
有意签下布冯，此外，法甲球队
巴黎圣日耳曼也为布冯奉上了
两年合约。布冯的未来还未确
定，但确定的是已经告别了斑马
军。

17 年、9 次意甲冠军、638
次意甲出场、292 场零封，布
冯这个名字就代表着传奇。

作为当今足坛资历最老的
门将，布冯代表着稳定、忠
诚、威望与强大，占据现役门
将的“盟主”地位。他背后是
四位已经退役的传奇门将：拜
仁的卡恩、曼联的舒梅切尔、
英格兰队史“出场王”希尔顿

以及意大利传奇门神佐夫。
对于年青一代的门将，布

冯是他们的偶像。看看如今活
跃在世界足坛的知名门将如何
评价布冯，就知道布冯有多么
伟大。德赫亚说，布冯是所有
门将的偶像，当然也包括我在
内；库尔图瓦说，我要向偶像
布冯看齐，争取再踢 15年；多
纳鲁马说，我的偶像是布冯，
我的梦想是跟随他的脚步；洛
里说，我年少时的偶像是布
冯，他激励了我，让我有了前进
的方向；特尔施特根说，布冯是
全世界的偶像，他告诉我们，年
龄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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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冯泪别尤文 比赛为他中断

2006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车祸，夺走了胡歌完美的容颜。
12年后，当他登上《朗读者》重新
谈及这件事，直言感到自责，因为
他觉得之所以活下来，需要去完
成一些特殊的使命，虽然这些年
事业上升，但并非是意义所在。

2017年最后一天，一位不幸
罹患白血病的女孩在微博上说，
是《琅琊榜》中涅槃重生的梅长
苏，让她有了笑对病魔的勇气。
第二天，这位女孩收到了梅长苏
扮演者胡歌的回信，胡歌问她：

“你愿意来看我的《如梦之梦》
吗？我给你留票。”

《如梦之梦》，是赖声川导演
的一部话剧，胡歌在里面饰演直
面生死的五号病人。胡歌曾经想
问赖声川，出演这个角色是否因
为过往的那段经历，但他没有问
出口。

胡歌所说的“经历”，是2006
年8月29日那场车祸。在从横店
去上海的路上，他乘坐的商务车
与一辆大货车相撞，胡歌头部受
伤缝了6针，手扭伤，胸部也在车
祸中受到撞击，同车的一位同事
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节目里，董卿问：“你还愿意
去回忆吗？”

胡歌停顿了几秒，坦言曾有
一段时间非常不愿去回忆与车祸
相关的点滴，虽然外界给予不少
溢美之词，但当时的他并不想被
贴上标签。如今，12年过去了，在
胡歌看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轮
回，他也开始思考，车祸这个经历
究竟给自己带来了什么。

时间再次回到车祸后的日

子，胡歌依旧清楚记得第一次看
到自己的容颜时的心情，借不到
镜子的他，和父亲一起在医院洗
手间里照镜子——

“挺震撼的。右边整个脸比
正常的时候大了一倍。我看了很
长时间，说实话那一刻并没有觉
得很难过，因为2005年算是我事
业突然爆发的一年，其实我心里
并没有做好准备要去面对这么多
的粉丝和媒体，心里一直挺虚，所
以那一刻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休息
了，没想过还会回来做演员。”

然而，不到一年，胡歌又一次
回到了大众的视线里。

之所以很快复出，一方面是
胡歌觉得让粉丝等了很长的时
间，另一方面，他希望把车祸前拍
摄的《射雕英雄传》完成。

由于右眼的伤痕，剧组不仅
花费更多时间为他补光，还尽量
只拍他的左脸。这让胡歌觉得给
大家增添了很多麻烦，因此他对
自己说“拍完这部就不要拍了”。

当这部戏杀青时，胡歌还没
等导演说完就跑了，剧组的工作
人员就在后面追。海滩边他跑着
跑着就哭了，那一刻所有的委屈、
迷茫、无奈、孤独，全部释放了出
来。

这种来自外界对他外形要求
而导致的痛苦，持续了很长时
间。在早期的一些作品里，为了
掩盖伤疤，他的造型总是非常单
一，用长长的刘海来遮挡。

“我觉得那是一种羞辱。”胡
歌认为，自己既然作为一名演员，
就不应该遮遮掩掩，他回想起当
年和朋友聊天时都展示左脸的往

事，直言是一种“病态”。
《琅琊榜》里有句台词是，“既

然你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活
着”。所以胡歌认为，自己之所以
在车祸里活了下来，需要去完成
一些特殊的使命。

“这 12年每次当我想起时，
都会很自责，因为到现在我还没
有找到，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很多
人会觉得这12年我过得很好，因
为我的事业有了很明显的上升，
也挣了更多的钱，也获得了更多

的名，可是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
活下来的意义。”

《如梦之梦》中有一个情节
是，和这个世界要告别的人都有
机会向别人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
故事。胡歌说，如果是他的话会
想讲郭靖的故事。

“其实郭靖是大智若愚，他身
上最可贵的就是他的侠气，胸怀
天下奉献自己，我现阶段比较像
令狐冲，我想要自由，想要挣脱一
种束缚，希望我有这种可能。”

胡歌时隔12年重谈车祸：

事业上升并非活下来的意义

据台湾媒体报道，法国名导
吕克贝松惊传疑似在巴黎饭店内
下药迷奸一名 27岁女星！被害
人在当地时间上周五报警，指称
遭到吕克贝松下药性侵得逞。司
法消息人士证实接获性侵指控，
巴黎警方已展开调查，吕克贝松
则透过律师否认指控。

根据欧洲第一电台Europe 1
报导，被害人表示，“喝了一杯
茶后感觉不适，失去知觉，醒过
来的时候，记得自己遭到性侵
犯。”被害人并声称，与吕克贝
松的关系已经持续了两年之久。
吕克贝松律师马朗贝尔转述，吕
克贝松的确不定时会与这名女星
联络，但否认曾经下药或强暴她
的“天马行空式”指控，强调吕
克贝松从未对当事人做出不当行
为。

59 岁吕克贝松有过 4 段婚
姻，其中包括 1997 年拍摄《第
五元素》期间，和女主角米拉·
乔沃维奇坠入爱河，两人同年年
底结婚，不过，这段婚姻仅维持
两年便结束。入行 37 年的他，
1988 年执导 《碧海蓝天》 入选
坎城影展开幕片，提名法国凯撒
奖最佳影片等 7奖，口碑、票房
双双告捷，也让他扬名海外。他
被喻为是“最好莱坞的法国电影
制片”，参与过的电影作品超过
50 部，执导的经典作品包括
《地下铁》、《碧海蓝天》、《霹雳
煞》、《终极追杀令》、《第五元
素》、《吕克贝松之圣女贞德》和
2013年来台拍摄的《超体》。

新华社电 第 71届法国戛纳
国际电影节 19日闭幕，日本导
演是枝裕和的新作 《小偷家
族》斩获最佳影片金棕榈奖。

《小偷家族》 讲述一户看
似平静过日子的普通家庭依靠
盗窃维持生计却又其乐融融，
一次意外事故打破了原有平
静，揭开了每个家庭成员的秘
密。影片改编自真实新闻事
件，旨在透过家庭探讨日本社
会问题。

是枝裕和是戛纳电影节的
常客，这是他第五次参与金棕
榈奖角逐。2013 年，他执导的
《如父如子》摘得戛纳电影节评
审团奖。

美国导演斯派克·李凭借新
作《黑色党徒》获本届电影节
评审团大奖。黎巴嫩女导演娜
丁·拉巴基的《迦百农》获得评
审团奖。法国 88岁著名电影导
演让－吕克·戈达尔的新作《影
像之书》获得特别金棕榈奖。

此外，波兰导演帕维尔·帕
夫利科夫斯基凭借《冷战》获
得最佳导演奖；意大利演员马
尔切洛·丰特凭借在影片《养狗
人》中的精湛表演荣获最佳男
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颁给了
主演《小家伙》的哈萨克斯坦
女演员萨玛尔·叶斯利亚莫娃。
《三张面孔》 和 《幸福的拉扎
罗》两部影片的编剧同获最佳
编剧奖。

在短片单元，中国青年导
演魏书钧的《延边少年》获得
评委会特别提及奖。

本届戛纳电影节 5月 8日开
幕，包括中国导演贾樟柯新作
《江湖儿女》在内的21部影片入
围主竞赛单元，角逐金棕榈奖。

戛纳电影节闭幕

日片《小偷家族》
获最高奖

法国名导吕克贝松
被控迷奸女星
警方展开调查 律师否认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