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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媛）9年前，
西门小学的“小校星”步濡羽不幸
患上“急性白血病”，一时间牵动
了全城爱心人士的心弦。随后的
几年，治疗、恢复、重新步入学堂，
步濡羽的生活渐归平静，但她一
直被众人关心着、记挂着。转眼
间9年过去，当初那个稚嫩的小
女娃已经长大成人，今年步濡羽
完成了高考，稳定发挥的她更是
惊喜地收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
知书。近日，市慈善总会与市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一同走进了步濡
羽家中，送去了6万元的救助金。

“依据《丹阳市慈善公益救助
刑事被害人实施办法》，我们和市
慈善总会向步建斌发放6万元救
助金，而这笔钱将主要用于步濡
羽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用。”在步
建斌家中，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仔细解释了救助金的支出原则，

并鼓励步濡羽好好学习，度过一
个美好的大学生活。“这笔救助金
我们将直接汇至厦门大学学工
处，由学校定期按时发放给步濡
羽，确保她能顺利读完大学。”据
了解，十几年前步建斌驾驶摩托
车与一辆手扶拖拉机相撞，导致
二级伤残，治疗费用花去十几万
元。后经法院判决，肇事方手扶
拖机驾驶者应赔偿步建斌 22万
余元，然而，对方未作任何赔偿
且此后又发生交通事故致死。
作为刑事被害人，步建斌丧失了
劳动能力，多年来家中生活全靠
妻子孙冬梅打工维持，日子过得
十分不易。2010 年，步建斌的
女儿步濡羽又被确诊“急性白血
病”，一家人顿时犹如坠入绝望深
渊。幸运的是，在全社会广大爱
心人士及爱心企业的关心帮助
下，步濡羽开始了漫长的治疗之

路。
“化疗了两年时间，又在家里

休养调整了一年，小学毕业后我
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才重回校
园。”步濡羽说，自己治疗的那段
时间，是家中最难熬的时候。“治
疗费用花了几十万，爸爸妈妈为
了想尽办法救我，在听别人说脐
带血是一个治疗途径后，又生了
一个弟弟，再加上还有一个年迈
的奶奶需要赡养，一家人的日子
过得十分艰难。”尽管生活从不轻
松，但凭着母亲的打工收入以及
低保保障，步濡羽一家始终积极
坚强。而聪明好学的步濡羽虽然
中途休学三年，但重回校园后她
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也成了
一家人的最大骄傲。“其实考上厦
门大学也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毕
竟平时的分数要上厦大还有些
难。所以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

们一家人都特别高兴。”步濡羽
说，在一开始的开心过后，她也暗
自担心过大学费用的问题，但妈
妈一直表示再难也会供她读大
学。

如今，有了6万元的救助金，
步濡羽的学费已完全不成问题。
而慈善总会考虑到步濡羽一家的
情况，也依照救助规定为其送来
了 8000元的慈善助学金。“希望
你进入大学以后好好学习，为了
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将来成才
后再凭借自己的力量帮助其他
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勉励
步濡羽以勤奋学习回报一路走来
关心爱护她的人。步濡羽表示，
尽管近年来自己的身体并不像普
通人一般健康，但她从不放弃努
力，她盼望着不远的将来自己能
以满满的收获回馈所有关心自己
的人。

而立之年，夫妻恩爱，儿
女双全，父母健在，事业起
步，王为良原本是众人艳羡的

“人生赢家”。然而，自去年 12
月开始，因为一纸诊断书，王
为良原本团绕周身的“光环”
黯然失色，剩下的只是苦苦求
生的艰难。

肿瘤、无法手术，化疗，出现
病变，癌细胞转移，每天靠止痛
片度日……经历了数月几经折
磨的治疗，王为良暴瘦、虚弱、痛
苦，但他始终积极乐观、坚强求
生，因为“顶梁柱”的重任压肩，
他需要一个健康的未来。

恶疾来袭，他放下事业
忙治疗

年近花甲的王国志因为早
年家中贫困被送到河北邯郸一
户人家抚养，1989年，思乡心切
的他带着一家人又回到了丹
阳。“我之前一直在大亚上班，后
来儿子从燕山大学毕业后不久
也进入了大亚上班。”王国志说，
儿子王为良和儿媳邱永叶相识
于大学校园，惺惺相惜的两人毕
业后也走进了婚姻殿堂。后来，
小夫妻俩又陆续给家里添了一
个女孩、一个男孩，一家六口人
过得十分幸福。

2012年，想自己做一番事业
的王为良创办了丹阳国鼎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做机械配套。虽
然企业做起来并不轻松，规模也
不算大，但王为良凭着勤勉踏实
一路走来还算平稳。然而，就在
王为良沉浸于家庭美满、事业平
稳的幸福中时，命运却跟他开了
一个残忍的玩笑。2018年 12月
3日，突感身体不适的王为良走
进人民医院做了检查。当拿到
写有“胸腔积水且发现肿瘤”的
检查报告时，他瞬间懵了。迷迷
糊糊听了医生“建议去大
城市检查治疗”

的话，王为良回到了家中。在和
家人简单商议后，12月 5日，王
为良赶往远在北京的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

“在北京，为良被确诊为纵
膈型非小细胞肺癌。而且医生
说，他这个肿瘤的位置长得不
好，无法做手术，只能化疗。”王
国志说，虽然院方委婉告知治愈
希望不大，但王为良并未萎靡绝
望，而是当即便决定放下其他，
一心一意接受治疗。

希望渺茫，他不惧苦痛
求生机

由于无法手术，院方给出了
化疗的建议。然而，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排队病患实
在太多，等不及的王为良只得
转至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今年 1 月，王为良正式开
始化疗。“化疗的过程很痛苦，
但为良特别坚强，也十分配
合。可是，他却没有盼来期待
中的好转。”3月份，王为良的
肿瘤开始病变，紧接着癌细胞
出现转移，很快，他的骨头、
胰腺、胆、淋巴等部位均发现
了癌细胞。“由于胆管遭压迫堵
塞，为良还做了引流，后来胰
腺发炎严重导致化疗也无法继
续，他实在是遭了很大的罪。”
为了消炎，身体状态不佳的王
为良随后又接受了两次针对性
的化疗，然而，除了疼痛感剧
增，治疗效果实在有限。

“由于病情发展迅速，院方
表示为良不能再接受化疗了，只
有等胰腺炎症消除后进行放
疗。”王国志说，近几个月
来，由于指标始终
未能达标，
王

为良的放疗也一再被推迟。“8月
20日，医院给为良做好了放疗用
的模子，结果又因为他的炎症加
重搁置了。”而如今，虽然时间过
去还不到一个月，但王为良已经
瘦弱得无法契合当时的模子
了。“为良每天都要定时吃止痛
片，否则完全没法支撑。”看着儿
子被病痛折磨，王国志心如刀
绞，老伴更是整日以泪洗面，而
唯一能让二老稍感欣慰的，则是
儿子始终积极乐观，从没有半点
放弃的念头。“虽然生了这么个
病，但我这么年轻，一定会好
的！”这句王为良常常挂在嘴边
的话，既是鼓励自己，更是安慰
家人。

倾尽家财，他坚持治疗
争明天

从去年年底确诊至今，王为
良几乎一直待在医院里。大半
年下来，其花费的治疗费用除去
报销部分外已经达到 40 余万
元。“每次报销的费用又立马用
到为良的治疗上，由于他用的大
部分都是不在报销范围内的药
物，所以报销的费用十分有限。”
王国志说，为了维持儿子的治
疗，他从其创办的企业里支取了
大量现金。如今，因为大环境不
好加之资金链断裂，王为良的公
司已经无法正常生产。

一个月前，为了维持王为良
的治疗，王国志和家人商议后，
又将农村的房子卖了。“农村
的房子不值钱，只
卖 了 11

万 5千块，然后我们跟亲戚朋友
又借了 7、8万，现在也仅能勉强
维持，接下来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才好。”据王国志介绍，儿媳妇邱
永叶为了照顾一双儿女，多年来
一直未能正常工作，如今更是无
法贴身照顾丈夫，老伴又因病导
致腿脚不好，而他自己为了儿子
四处奔波，也没办法正常工作，
一家人的基本生活甚至都难以
维持。

“现在对于我们一家人来
说，就是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为为
良争一丝希望。而且，为良虽然
出现了癌细胞转移，但是他胸腔
的那个原发性肿瘤现在已经小
了不少了。”在王国志看来，有了
儿子王为良坚强的求生意志，加
之一家人的决不放弃，他们相信
能够盼来王为良康复的一日。

“现在我们就是在想尽办法为为
良筹钱，因为只有费用有保障
了，后续的治疗才能继续。”目
前，为了节省治疗费用，王为良
已经转入邯郸市第一医院，如果
情况允许，后续也将在此接受放
疗。

如果有爱心人士愿意帮助
王为良，可与本报爱心热线
86983110 联系，也可以直接
扫二维码进行网上捐
助。

身患恶疾，
34岁的“顶梁柱”乐观求生机
本报记者 尹媛

多年“未见”，步濡羽考上厦门大学了！
6万元救助金+8000元助学金温暖步濡羽一家

王为良网上捐助二维码。

虽然病后消瘦了很多，脸
色也不好，但王为良一直积极
乐观。记者 尹媛 摄

躺在病床上的王为良。记
者 尹媛 摄

步濡羽和家人为市慈善总会
和检察院送上了锦旗。记者 尹
媛 摄

市慈善总会和市检察院为步
建斌一家送上救助金。记者 尹
媛 摄

慈 善 总 会 为 步 濡 羽 送 上
8000元的慈善助学金。记者 尹
媛 摄

步 濡 羽 的 录
取通知书。记者
尹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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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日，香港各界妇女联
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和顾问伍淑
清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2
次会议上发言，介绍香港的有关
情况。她们在会前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此行目的是为了表达香
港大众对于目前香港实际情况的
想法，在联合国的平台上“把香港
的情况如实讲出来”。

对于香港当前局势，何超琼
表示，香港社会存在的各种情绪
和诉求，如果用和平的方式，在香

港的法律框架下是绝对有足够机
会表达的，但是示威中的暴力倾
向不断升温，“差不多把香港良好
的国际形象都破坏了”。

伍淑清对记者说，发生在香
港街头的破坏地铁、围堵机场等
暴力行为，不但影响香港的全球
形象，而且对香港的经济和民生
也带来很大冲击。

何超琼表示，目前香港的不
安情绪已经蔓延到各阶层，而且
受到最大影响和威胁的是平民百
姓和小商户。她说：“我现在最想

问一个问题：你有表达你想法的
自由，那么你是否也需要考虑所
有其他人的自由，让其他人能够
有机会平和地生活？”

她说：“香港的事归根结底是
我们自己国家的事，各界要齐心
协力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而不是
让香港沦为一个政治工具。”

对于香港警方在此次事件中
的表现，何超琼表示，在过去两个
多月里，香港警方几乎不眠不休，
很多时候要面临围攻，这种情况
在香港从未出现过，导致很多市

民不敢出门。
对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

巨大发展变化，何超琼说，作为拥
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这些成绩
的取得很不容易，希望更多香港
年轻人有机会了解内地的实际情
况，感受祖国的发展，增强对国家
的认知，而不是单纯从书本和网
络上接受一些并不全面甚至并不
符合实际的信息。

作为曾无数次到访内地的香
港商界名人，伍淑清表示，在她看
来，现在是到内地投资最好的时

候，因为“我们国家到处都在快速
发展，各种条件都在改善”，未来
一定不可限量。

对于“此时此刻勇敢站出来
发声，是否会面临一些非议和压
力”的问题，何超琼表示，作为香
港妇女团体的主席、商界人士和
社会公众人物，香港的未来也有
自己一份责任，因此能尽多大力
就要尽多大力。伍淑清也表示，

“愿为香港能够拥有一个和平、包
容的社会而发声。”

新华社华盛顿9月9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9日称，美国与阿富
汗塔利班的和平谈判“已死”。

特朗普是当天下午在白宫对
媒体做出上述表示的。当被问及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问题时，特朗普
说，美军将在“适当时候”撤离。

特朗普7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说，他曾计划8日分别与塔利班
代表和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
在戴维营秘密会晤，但因为阿富汗
发生造成美军士兵死亡的袭击事
件而取消会晤。特朗普指责塔利
班为增加谈判筹码而发动袭击，并
称他已经“叫停了和谈”。不过，特
朗普当时在推特中并未说明和谈

是否永久性终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日对媒

体表示，美方与阿富汗塔利班的谈
判“从目前来看”已经停止，希望未
来可以重启。

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
袭击后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被美
方认定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
政权。战后阿富汗局势持续动
荡。随着塔利班近年来在阿富汗
势力不断壮大，美国政府不得不选
择与其进行谈判。自2018年10月
起，美国政府开始与塔利班在卡塔
尔首都多哈举行和平谈判。谈判
已进行9轮，最新一轮谈判于本月
1日结束，双方达成协议草案。

新华社伦敦 9 月 10 日电

英国议会下院10日凌晨再次否
决了首相约翰逊提出的在10月
15日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议
会随后正式开始为期五周的休
会。

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大多
数反对党议员投下反对票或者
弃权，最终投票结果为293票支
持、46票反对。由于未达到规
定所需的、全部650名议员中三
分之二以上票数的支持，约翰
逊提前大选的动议再次被否
决。

约翰逊曾在 4日晚英国议
会下院通过旨在阻止“无协议
脱欧”的法案后提出动议要求
提前举行大选，但未获通过。

约翰逊在10日凌晨投票结
果出炉后说，政府将在议会休
会期间继续努力与欧盟谈判达
成协议，同时也做好“无协议脱
欧”的准备。他强硬地表示，自
己绝对不会要求欧盟再次推迟
英国“脱欧”。

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表
示工党不会步入“首相设下的
陷阱”，称约翰逊让议会休会

“只是为了避免议会质疑他的
作为”。他表示工党希望举行
大选，但不希望冒着“无协议脱
欧”对英国带来灾难的风险举
行大选。

8月底，约翰逊提出议会休
会请求，得到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批准。由此，英国议会在9月

9日至12日期间择日开始休会，
并计划于 10 月 14 日女王在议
会发表讲话后恢复运行。舆论
批评约翰逊此举挤压议会议事
时间，为议员阻止政府“无协议
脱欧”设置障碍。

约翰逊带领英国 10 月 31
日如期“脱欧”的计划这两周内
接连遇挫。反对党发起阻止

“无协议脱欧”的法案一周内获
议会两院批准，9月 9日下午获
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成为
法律后生效。该法案要求约翰
逊致信欧盟，申请把“脱欧”期
限推迟3个月至明年1月31日，
除非英国议会 10 月 19 日以前
批准一份“脱欧”协议或同意

“无协议脱欧”。

何超琼、伍淑清：

把香港的情况如实带进联合国

“多里安”飓风路线图风波还
未尘埃落定，特朗普又发推“惊
叹”自己专机险遭雷击，引网友吐
槽。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
道，当地时间9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推特上晒出一张其“空军一
号”总统专机险些被雷击中、与闪
电同框的照片。

特朗普发布这张照片时，还
配文称：“正在离开北卡罗来纳州
的切里波因特海军陆战队航空站
（MCAS Cherry Point），前往费
耶特维尔。这一幕真不可思议
啊!”

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准备前
往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参
加支持共和党参议员丹·毕晓普
的竞选活动。但当特朗普的专机
在抵达北卡罗来纳州的切里波因
特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并准备起
飞前往费耶特维尔时，突如其来
的雷暴天，让他的行程受到了影
响。

照片的最先上传者——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制片人

史蒂夫·布鲁斯克(Steve Brusk)在
推特上发文称：“由于北卡罗来纳
州费耶特维尔的雷暴天，特朗普

‘不得不取消他计划的多里安飓
风受灾之旅’。这张就是他抵达
(航空站)不久后，‘空军一号’险
些遭雷击中的照片。”

不过，布鲁斯克很快又发推
更正：风暴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
的哈弗洛克，费耶特维尔没有出
现雷暴和下雨天，特朗普已启程
前往当地，参加时长约一小时的
集会活动。

特朗普的推文立即在网上引
起轩然大波，被网友嘲讽吐槽。

有网友调侃道：“上帝失手
了。”

也有人表示讽刺：“连雷神都
不喜欢特朗普。”

还有网友说：“无疑，这是个
预兆。上帝对你感到不开心了!”

在推文发布几小时后，特朗
普又在推特上转发在当地活动现
场的报道，表明自己已抵达费耶
特维尔，并感叹“度过了一个美丽
的夜晚。”

日本环境大臣原田义昭10
日谈到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废水
如何处理时说，“除了直接排放
（入海）稀释外，别无他法”。据
悉，日本地方民众反对排放入
海，韩国也表示忧虑，报道称原
田的说法恐惹争议。

据报道，有关东京电力公
司福岛第一核电厂经过处理的
核废水持续增加，原田 10日在
记者会上说，虽然这不是他业
务范围内，但除了直接排放稀
释外，别无他法。韩国政府过
去忧虑，日本有无将核废水排
放入海的计划，日本政府当时
表示，仍未决定如何处理，身为
现任阁员的原田的发言，很可
能引发议论。

10 日，原田是在内阁改组
前，回顾自己上任约一年的工

作回答感想。他曾到福岛第一
核电厂的核废水储存槽视察，
也提到原子力规制委员会支持
将核废水排入大海。东京电力
公司表示，目前所有核废水储
存槽，预料 2022年夏天左右就
会全满。

日媒称，福岛第一核电厂
经过处理过的核废水，仍含有
很难去除的氚等辐射物质，目
前每天都会增加约 170吨核废
水。原田提到“排放”稀释，记
者为确认追问称，是否指把核
废水排放进入大海稀释，原田
回答说：“我的印象是只有这个
办法。”不过，他也说，这是非常
重要的话题，不该这么轻率发
言，首先必须依据安全规范及
科学基准来好好说明。

原田说，包括避免外界产

生疑虑等，最重要的是对国内
外尽最大诚意说明，由政府整
体接下来进行慎重讨论。有日
媒报道称，原田在说完自己的
看法后不忘补充，未来要由政
府整体进行慎重讨论，他只是
希望能听听他的个人意见。

对于真的把核废水排入大
海，可能造成外界疑虑与对渔
业的影响，原田说，国家尽一切
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日媒表
示，地方民众反对核废水排入
大海，原田的发言可能带来很
大影响。

在日本政府日前举行的专
家学者委员会上，都以排入大
海作为主轴进行讨论，但因为
地方等反对而无进展。在 8月
举行委员会时，经济产业省提
出长期储存核废水的新方案。

据韩媒报道，韩国政府 10
日宣布，将为文在寅建造单独
的总统档案馆，工程预算约合1
亿元人民币，其中购地费用约
为1900万元人民币。该档案馆
争取在文在寅任期结束的 2022
年5月开放。

目前，韩国历届总统的档
案，均由位于世宗市的总统记
录馆管理。而正在酝酿中的文
在寅档案馆，将成为韩国 2007
年制定《总统档案管理法》以
来，首次为总统单独建设的档
案馆。消息公布后，立即引发
争议。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行政
安全部下属国家记录院10日表
示，将新建单独保管每届总统
相关档案的总统档案馆，总统
文在寅将是首个对象。

建筑占地面积为3000平方
米，工程费用为 172亿韩元（约
合人民币 1亿元）。为此，韩国
政府计划在2020年的预算案中
编制 32亿韩元（约合 1900万元
人民币），在釜山等文在寅私邸
所在的庆尚南道梁山市一带选
址购地。

报道称，文在寅档案馆将
由韩国国家记录院运营，主要

收藏只有前届总统才能调阅的
指定档案文件、机密文件和对
公众开放的普通文件。需要专
门处理的资料，仍由位于世宗
市的总统记录馆负责管理。

韩国政府斥巨资为文在寅
打造单独档案馆，引发舆论“挥
霍浪费公款”的质疑。

韩国国家记录院方面解释
称，现有的总统档案馆文库使
用率高达 83.7%，已处于饱和状
态。与扩建现有总统档案馆相
比，新建单届总统档案馆可以
节省预算，还能便于总统退任
后调阅相关档案。

英国议会再次否决首相提前大选动议

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废水只能排放入海？
日本环境大臣言论惹争议

韩国总统首例！

韩国政府将砸1亿元建文在寅单独档案馆

总统专机差点遭雷击
特朗普发推惊叹：不可思议！

特朗普推特。

特朗普称美方与塔利班和谈“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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