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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众筹 追踪

2016年3月6日
星期日

昨日上午，位于锦江区百日红西
路的成都市志愿者服务活动中心热闹
非凡，成都最大规模的儿童义集——

“成都小雷锋义集”在这里开展。103名
参与义卖的“小雷锋”带来书籍、文具、
玩具、创意手工艺品等，与父母一起义
卖。当天同时进行的，还有2016年“名师

一堂课”首堂课以及“粉丝带飘起来
孕妇我来载”爱心车免费载孕妇活
动。三大活动在“学雷锋纪念日”同时
引爆，将已持续开展近1个月的“我是
雷锋”大型志愿者活动推向高潮。截
至昨日，共有上万名市民参与到该活
动之中。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菲律宾政府官员5日证实，菲律宾
海岸警卫队扣留停靠在苏比克湾的
一艘朝鲜货船并实施了检查。

法 新 社 报 道 ，货 船 名 为“Jin
Teng”，排水量6830吨，有21名船员，先前
从印度尼西亚巨港出发，于3日下午抵达
苏比克湾，随后被扣留并接受检查。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检查结果
显示，货船所载货物为棕榈仁，并未
发现违禁物品。不过，由于货船在消
防安全等方面存在隐患，因此无法给
出确定的离港时间。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阿尔
芒·巴利洛说，货船5日接受了第二次
检查，海岸警卫队员使用了可检查出
武器的电子传感器。搜查过程中，21名
船员“非常配合”。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马诺洛·奎松
说，菲方扣留并检查朝鲜货船是在执
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全世界都
关切朝鲜的核（开发）计划，作为联合
国会员国，菲律宾必须履行职责、落实
（对朝）制裁措施”。菲律宾外交部发言
人查尔斯·何塞表示，下一步，一支联
合国工作组将对这艘货船实施检查。

联合国安理会2日一致通过第
2270号决议，针对朝鲜核、导计划规定
一系列制裁措施，重申支持重启六方
会谈及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
化。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安理会通过涉
朝决议，敦促朝鲜放弃核、导计划，通
过对话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对于货船在菲律宾遭扣留，朝鲜
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新华社）

无偿献血20年，一共献出13700毫
升，约相当于3个成年人的血液总量。
成都“献血大王”熊德金右眼失明了，
需要移植角膜治疗的2万多治疗费，成
为熊德金60岁人生中的一只拦路虎。
经人在网上发起众筹，276人为熊德金
筹得2.8万多元。（此前本报报道）

昨日，熊德金在成都爱尔眼科医
院顺利接受右眼角膜移植手术，手术
历时2小时10分钟，熊德金的右眼角
膜移植手术顺利完成，已经“罢工”的
眼角膜被顺利替换成健康透明的角
膜。熊德金此前已经几近失明的右
眼，终于也可以重见光明。

昨日上午10点，熊德金的角膜移
植术在成都爱尔眼科医院开始，由成

都爱尔眼科医院角膜病专家、副主任
医师鲁静担任此次手术的主治医生。
当天中午12点10分，手术顺利完成，
历时2小时10分钟。已经“罢工”的眼
角膜被顺利替换成健康透明的角膜，
这就意味着，熊德金之前已经几近失
明的右眼，终于保住了。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医院里见
到术后的熊德金。右眼被缠上厚厚的
纱布，他有些不太适应，“比起手术时
候，没有那么紧张了，但感觉总有东西
在里面。”医生告知熊德金是正常情
况，熊德金也将在医院内住院治疗一
周时间，等待进一步观察。熊德金说，

“从今天起，我的眼睛就不再是我一个
人的，我一定会好好爱护，谢谢所有帮
助我的人。等我康复了，我会继续做献
血志愿者。”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杏花开了杏花开了！！
杏花林中千人健康徒步行杏花林中千人健康徒步行

春日暖阳催开了满山的杏花。连
日来，晴好的天气使成都市青白江区福
洪镇的杏花次第绽放，市民们可到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四川省十大赏花旅
游目的地”“四川省最具潜力花卉观赏
地”——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杏花
村感受“春天第一花”的魅力了。昨日，
在杏花林环绕中，还有约千名游客进行
了一场绿色健康的徒步比赛。

周六的成都开启了阳光大放送时
段，最高温直冲20℃以上。2月27日，

“2016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分会
场暨青白江第九届杏花（果）节”在青白
江区福洪镇杏花村开门迎客。漫山遍野

的杏花层层叠叠，已经绽放。“今年气温
较高，阳光充足，杏花比往年早了一周
左右，估计从这个周末开始就进入盛花
期了！”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走在杏花林内，空气中满是清
香。昨日上午，伴随着如云似霞的杏
花，这里还举办了一场崇尚健康，低
碳绿色的徒步赛。“在杏花中徒步走
还真是头一回，感觉既锻炼了身体，
还亲近了大自然呢。”市民吴小姐笑
着说，要多发几张照片到朋友圈纪
念这次独特的赏花经历。活动现场，
共有约千人参加此次徒步赛，前三
名到达终点的选手及获得“运动达

人”称号的参赛者，还获得了自行
车、拉杆箱、抱枕及水杯等奖品。据
了解，目前福洪镇杏花村的杏花已
经全部开放，杏花的花期非常短暂，
通常不超过两周，想要赏花的您那
就要赶快行动了哦！

杏花（果）节交通攻略
●乘车路线：
1、成都市区梁家巷（或火车北

站）→青白江客运站→7路公交车→
福洪镇杏花村景区

2、成都市区五块石汽车站→清泉
镇→14路公交车→福洪镇杏花村景区

3、成都市区梁家巷（或火车北
站）→青白江客运站转乘青白江至龙
泉班车→福洪镇杏花村景区

●自驾路线：
1、成都市区→二绕→清泉出口

→福洪镇杏花村景区
2、成都市区→成绵高速公路→

青白江出口→城厢镇→清泉镇→福
洪镇杏花村景区

3、成都市区→成南高速公路→
清泉出口→福洪镇杏花村景区

4、成都市区→成金（青）快速通道
→（青白江）城厢镇→清泉镇→福洪镇
杏花村景区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6058期排

列3直选中奖号码：119，全国中奖
注数5795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
列5中奖号码：11933，全国中奖注
数59注，单注奖金10万元。●“超级
大乐透”电脑体育彩票16025期开
奖结果：03 06 13 23 24 07+10，
一等奖7注，每注奖额6817484元。
一 等 奖（追 加）1 注 ，每 注 奖 额

4090490元。二等奖 107注，每注奖
额 60565 元。二等奖（追加）29 注，
每注奖额36339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6058期开奖结果：

126，单选 1004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 元，
组选 6，2235 注，单注奖金 173 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成都 今日 晴转多云
11℃~23℃
偏南风1～3级

明日 多云转晴
12℃~22℃
偏南风1～2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轻度污染或中度污染
AQI指数：142～172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

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异常敏
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据四川省气象台、
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献血大王”手术顺利完成
角膜移植成功可重见光明

菲律宾扣留朝鲜货船
联合国工作组将对货船实施检查 朝鲜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近来启
动一个新项目，要求全美所有中学
教职工向执法人员举报可能存在
极端倾向的学生。

一些教育专家质疑说，这一项
目对极端倾向的定义模糊不清，很
可能“误伤”因家庭破碎或其他原
因而出现与所谓极端倾向类似行
为的“失意少年”。

涉恐温床？
FBI：中学生是极端人员
招募的“理想对象”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日报
道，依据联邦调查局出台的“预防

学校暴力极端主义”准则，学生们
“谈论前往听上去可疑的地点、使
用暗语或不寻常的语言”即可被认
定构成威胁。

另外，同时使用多部手机和某
些私密的短信收发软件，或者研究
并拍摄潜在攻击目标的行为，也属
于存在极端倾向的范畴。

按联邦调查局的说法，中学是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温床”，中学
生则是极端人员招募的“理想对象”。

这家刑事犯罪调查机构说，潜
在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不仅
存在于中学校园，还延伸到互联网。
有时，恐怖分子会经由网路游戏与
中学生交流，继而渗透、招募、培训

以至策划恐怖袭击。中学生被“洗
脑”后，将继续宣传极端思想“或在
我们国境以内实施暴力行动”。

除要求中学教职工“擦亮眼
睛”外，联邦调查局还鼓励中学生
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及时“向信任的
人报告”。

专家质疑
极端倾向过于宽泛
可能“误伤”学生

不过，联邦调查局的这一项目
也遭到一些教育界专家质疑。他们认
为，联邦调查局提到的极端倾向过于
宽泛，一些所谓的极端行为在思想正

常的中学生身上同样可能出现。
纽约大学教授阿伦·孔德纳

尼说，校方对学生的极端倾向保
持警惕无可厚非，但联邦调查局
对极端化的定义模糊不清，这导
致项目在具体操作时可能出现
偏差。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法律专家
休·汉迪赛德认为，联邦调查局实
际是在扩充对“暴力极端主义”的
定义，试图以学生群体现阶段的想
法来预测他们今后的行为，而这很
可能会“误伤”那些因成长环境不
佳等客观因素而出现与所谓极端
倾向类似行为的学生。

（新华社）

成都最大规模儿童义集昨开卖

美国FBI要求
中学老师举报
“极端学生”

■“谈论前往听上去可疑的地点、使用暗语或不
寻常的语言”即可被认定构成威胁

■ 还鼓励中学生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及时“向信
任的人报告”

■ 专家：一些所谓的极端行为在思想正常的中
学生身上同样可能出现

■ 大学教授：FBI对极端化的定义模糊不清，在
具体操作时可能出现偏差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3月3日
公布的照片显示，（图❶）一艘
朝鲜货船停靠在苏比克湾；
（图❷）菲海岸警卫队队员在
朝鲜货船上检查。 新华社发

昨日，崇州市重庆路两边的油菜花盛开，一家老小在伞下赏花品茶
成都商报摄影记者 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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