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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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曹广玲参加了一次爱心
助学活动，被彻底震撼：自己的孩子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在甜水里，
但也还有和自己孩子差不多大的孩子
吃不饱穿不暖。她决心要竭尽全力帮
助她们，让她们和同龄孩子一样快乐
成长。从此，她经常参加各种捐款助
学活动，并成了11位孩子的“代理妈
妈”，承担了她们全部的生活、学习
费用。

2012年，曹广玲去看望其中一个
孩子，问她：“暑假这么长，你想不
想勤工俭学挣学费？”孩子一脸懵懂
地问：“你不是给我交学费吗？”从
那时起，曹广玲改变了自己的助学方
式，她要让孩子们明白，只有自己
种，才有吃不完的菜！

2016年，曹广玲拿出70万元存
款，为孩子们建了一个“新家”，取
名博雅学苑。在建房紧要关头，她的
腰五椎弓崩裂，医生让她不要过于劳
累。在家人的支持下，博雅学苑才得
以建成。

“多亏了我的亲人们，是他们的
理解、包容和支持，才让我咬牙坚持
下去。”曹广玲说，随着孩子们长
大，花费也越来越高，全家人赚的钱
都投到了博雅学苑。她的举动也影响
到了身边人，很多人都加入其中。现
在 ， 费 县 已 有 3 0 0 多 位 “ 代 理 妈
妈”，让失去母爱的孩子重新得到温
暖。

◎事迹回放

博博爱爱助助学学梦梦 暖暖心心慈慈母母情情

邢威敏
威海市环翠区环翠楼街道西北村社区

居民

在威海，有一位“冰棍奶奶”邢
威敏。她出生于1952年12月，平日生
活简朴，裤子穿破都不舍得扔掉。可
就是这样简朴的她，在从2008年至今
的十多年时间里，坚持每年为贫困山
区的学生们捐款捐物，累计已有十几
万元。这些钱都是她开小店、卖冰棍
一元一元攒来的。

小学五年级时，邢威敏不幸辍
学，一直在食品厂做搬运工，未能实
现的求学梦让她一直耿耿于怀。27岁
那年，她成为一名冰棍厂女工，没过
多久就成为“冰棍销售冠军”，夏天
最热时日均卖掉3000根冰棍，逐渐积
攒了一笔钱。

都说“赚钱越辛苦，越舍不得
花”，这话不假，邢威敏对自己非常
节俭，可一遇到公益事业，便“大手
笔”起来：汶川地震捐2万元现金、
九寨沟地震捐1万元现金，捐资助学1
万元，去张村一所小学，一次就带去
400套运动服……

退休后，邢威敏开了一家童装
店，同时也卖冰棍，她对孩子们亲切
和蔼，许多孩子专程绕路来买冰棍。
遇到贫困孩子或老人路过，她还会送
冰棍，每年夏天免费送出去的冰棍便
有几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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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利

新新泰泰市市青青云云街街道道管管家家洼洼村村村村民民

在泰安新泰，有一个青云湖，30
多年来，16条在湖中遇险的生命都被
同一个人从死神手中夺了过来。这个
人就是赵利。他说，“我自幼在青云
湖边长大，练就了一身游泳的好本
领，哪能见死不救。”

1985年寒冬，张光新小朋友被几
个小伙伴在打闹中推下了青云湖，不
会游泳，又加上惊吓和冰冻，情况极
度危急！赵利听到呼救便跑了过来，
立刻脱下衣服跳进冰冷刺骨的湖水，
最终在岸边群众的帮助下，将张光新
托出了水面。那年，他才17岁。

1990年寒冬，赵利救起原山东电
缆厂的一位职工家属，自己高烧了好
几天；1992年冬，原莱芜市城子坡村
民王成林的妻子在青云湖落水，赵利
立刻下水把她救上岸；2005年，新泰
市东都镇余粮庄村的田茂新，在湖上
游玩时不慎从船上坠落入水，又是赵
利及时下水把她救了上来……

本着对生命的敬畏，让逝者早日
安息，赵利凭着自幼练就的潜水本
领，从十八九岁起就潜水打捞溺水身
亡人员。几十年来，赵利不畏艰险一
次次挺身而出，搭救意外或故意溺水
的人。正是由于他坚定的信念，认真
负责的态度，使许多家庭免于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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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从从湖湖中中救救出出1166条条生生命命

刘立军
烟台市牟平区卓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总经理

路遇持刀抢劫，毫不犹豫追凶两
千米；跑肿了脚，两天无法走路；为
了不让家人担心，绝口不提救人始
末。刘立军用勇气和智慧制服持刀劫
匪，给城市的寒冬送去温暖。

2017年12月2日晚上7时许，烟台
市振华商厦北侧一辆白色轿车中突然
传出一女子凄厉的尖叫。刘立军恰好
路过，看到驾驶室的女子正与后座的
人激烈地撕扯。“虽然夜色很浓，车
门紧闭，但我还是隐约能看到后座黑
衣男子手持匕首，一定是抢劫之类的
事情。”

刘立军正要上前制止，黑衣男子
见势不妙，打开车门向昌隆国际停车
场跑去。刘立军想都没想，立刻追上
去，他趁歹徒在昌隆国际楼内躲避
时，赶紧报警。黑衣男子又朝时代广
场跑去，刘立军一边紧追不舍，一边
大喊“抓抢劫的啦！”追逐中，另一
热心市民王先生突然转身将男子拦
截。一番搏斗后，两人把黑衣男按倒
在地。随后，南大街派出所民警及时
赶到，合力制服劫匪。

事后在派出所做笔录时，刘立军
才发现右脚脚趾和脚背全都肿了，之
后两天一直疼得无法走路。在媒体报
道之前，家人还以为他走路不小心崴
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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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日日追追劫劫两两千千米米

张广俊

山山东东建建龙龙化化工工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董董事事长长

言忠信，行笃敬。创业22年来，
张广俊把一个小小的硫铁矿制酸厂，
发展成为年联合产能超60万吨，集余
热发电、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优势于
一体的龙头企业，成绩的取得无一不
是他守诺践约、坚守诚信经营带来的
丰厚回报。

2009年，硫磺价格呈现断崖式下
跌。为及时止损，很多硫磺采购商单
方面毁约，即便放弃定金也不提取到
港货物。此时，张广俊采购的几货船
硫磺也陆续到港，按照行情，货未上
岸，货值就缩水上亿元。卸还是不
卸？“利”和“信”中，他选择按合
同办事，自己扛了下来。

此时其他人也把“求助”的目光
投向了张广俊。日本某公司的中方经
理找到他，表示货物在港每天都在消
耗成本，希望张广俊接下这船货。面
对这烫手的“山芋”，他最终决定接
下这批货，双方口头约定：如后期行
情转好，将返还多收益的部分。此后
行情果然低位回转，张广俊如约返给
日方56万美元。日方也因他践诺守信
深受感动，与之成为私交深厚的长期
合作伙伴。

2016年，淄博籍企业家成立青岛
市淄博商会时，入会企业超过300多
家，张广俊因为诚信的好口碑，被一
致推选为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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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老老板板””宁宁失失利利不不失失信信

张保国
济济南南市市公公安安局局特特警警支支队队作作训训处处副副调调研研

员员、、排排爆爆中中队队负负责责人人

张保国1984年入伍，1999年转业
至济南市公安局工作，在安检排爆工
作最前沿坚守了20多年。他先后成功
处置涉爆现场90多次，完成重大活动
防爆安检900余次，用鲜血和青春为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
会稳定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2005年3月，张保国带队在山里
销毁爆炸物品，废弃弹药中的老旧发
烟罐突然泄漏起火。他用力推开身边
的同事，冲过去踢飞发烟罐，自己却
没来得及跑开，被瞬间窜起的大火包
围……最终导致全身8%面积烧伤，
小指和无名指扭曲变形，落下七级伤
残。然而，受伤出院后仅仅第三天，
他又出现在排爆现场，手上缠着厚厚
的绷带。

张保国说，“我在军校是学弹药
专业的，炸药和爆炸方面有扎实理论
基础。从事修理销毁炸药11年、公安
排爆近20年。如果我不干的话，别人
干更危险，我不冲在前，谁冲在
前！”

作为排爆民警，张保国从未丢掉
爱琢磨、爱钻研的习惯，掌握了4大
类100多种爆炸装置的爆炸原理和模
型，自主研发了车底安检系统，先后
撰写发表十几篇专业论文，成为全国
排爆领域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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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徽徽耀耀党党徽徽 排排爆爆保保平平安安

唐嘉陵
国国家家深深海海基基地地管管理理中中心心潜潜航航员员管管理理办办

公公室室副副主主任任

随着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从试验转
向应用，唐嘉陵作为我国仅有的两名
职业潜航员的其中一员，全程参与组
织了“蛟龙号”潜水器四次海上试
验。他安全执行深潜任务70余次，连
续三年驾驶潜水器达到海试最大深
度，刷新了我国载人深潜新纪录，并
创造了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器最大下
潜深度，取得了宝贵丰富的科研资料
和海底样品。

作为核心技术骨干，唐嘉陵逐步
担当起从研制单位手中全面接收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的职责，带领团队全面
承担蛟龙号潜水器日常维护保养备航
以及海上备潜维护维修工作，参与组
织完成中国大洋第31、35、37、38航
次蛟龙号潜水器备航工作。他心系深
海大洋事业发展，积极参与第二批潜
航员选拔和培训工作，包括修订第二
批潜航员选拔标准，参与选拔面试，
帮助新同事、新队友学习成长。

每当遭遇恶劣海况或需要长时间
水面漂泊时，唐嘉陵都主动要求参加
水面时间最长、最颠簸的任务。在
3000米海试的一次返航检查中，他及
时发现严重故障，避免了可能影响试
验进展的重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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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海海探探蛟蛟龙龙 汪汪洋洋写写忠忠诚诚

张晓华
青青州州市市公公安安局局刑刑警警大大队队法法医医物物证证室室主主

任任、、副副主主任任法法医医师师

2016年4月30日，青州市一起恶
性杀人碎尸案的嫌疑人供述抛尸地点
在济南市东南郊区。这天是张晓华的
生日，但他没有犹豫，凌晨就和同事
们一同赶往了抛尸现场。

由于事先知道死者有吸毒史，并
判断极有可能携带艾滋病毒，张晓华
比任何人都清楚挖掘工作的危险。他
让大家退后，独自一人踩着混着血水
的泥土挖掘尸块。挖掘中，他的手被
尸体骨头刺破了，简单冲洗后戴上手
套继续挖掘，直到勘验完毕。而此
时，他已是艾滋病三级职业暴露。

此后一个月间，张晓华瞒着重病
的父亲、高龄的母亲、盼望着二胎的
爱人，服用艾滋病联合阻断药物治
疗，独自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及药物
毒副作用。直到一年多后，经疾控中
心确诊，张晓华未感染艾滋病。

在15年的工作中，张晓华忘我工
作、甘于奉献，共勘验各类案件现场
1780余起；出具伤害案件、交通事故
等活体伤情检验鉴定书11900余份；
伤残鉴定书3900余份；尸体检验1800
余具；酒精检验5000余人次，为刑事
案件的侦破和交通事故等民事纠纷的
处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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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现现场场““说说话话”” 让让真真相相还还原原

董玉兰

广广饶饶县县陈陈官官镇镇董董庄庄村村村村民民

早上5点半起床，先给91岁的养
母李如莲喂好药，然后做饭、喂饭，
再把换下的尿布清洗干净。这是67岁
的董玉兰每天都要重复的“工作”，
这位善良的农村妇女，上演着“久病
床前有孝女”的感人故事。

董玉兰原名叫“尹玉兰”，原住
陈官镇高店村。养母李如莲是广饶县
陈官镇董庄村的一位新中国成立前老
党员，年轻时一心想着革命、工作，
没顾上要孩子。董玉兰的母亲就把15
岁的女儿过继给了哥嫂。

“那时我15岁了，为了这件事
情，没少跟父母吵架。”董玉兰说，
但在相处中，她目睹着养母的为人，
听村里老人讲起养母的过去，才对她
越来越佩服亲近。

二十多岁时，村里人给董玉兰介
绍对象，她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是本
村人。“当时俺爹眼睛看不见，俺娘
身体也不好，我嫁到外地，他们可咋
办。”最终，董玉兰与本村的董玉文
结婚，一起照顾老人。2012年，养父
患急病突然去世，李如莲从此卧床，
生活不能自理。为了照顾养母，她把
一张沙发搬到养母房间，一住就是6
年。

董玉兰夫妇现在有两个儿子、三
个孙女、一个孙子。“孩子们大了，
都不用我们看了。现在就盼着俺娘健
健康康的，这是我们为人子女最大的
福气。”

◎事迹回放

““养养女女””不不外外嫁嫁，，
坚坚持持照照顾顾革革命命老老人人数数十十年年

张玉华

临临清清市市刘刘垓垓子子镇镇姜姜油油坊坊村村村村民民

张玉华曾是位农民歌手，2001
年，妻子宋庆焕因一场医疗事故成了
植物人，他不离不弃，终于用歌声唤
醒了妻子。

2001年6月的一天，身体不适的
宋庆焕去一家私人诊所输液后，出现
了严重的过敏反应，被送进了市人民
医院重症监护室。为了给妻子看病，
张玉华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但不
幸的是，妻子全身失去知觉，成了植
物人。

当时家里还有脑瘫的母亲、摔断
腿的父亲、嗷嗷待哺的儿子，周围的
朋友都劝他放弃，但张玉华想的却都
是从前幸福的日子。为了更好地照顾
妻子，他辞掉工作，带妻子回到临清
老家。每天坚持给妻子穿衣、洗脸、
梳头、喂饭、翻身……还在妻子耳边
反复唱歌。他觉得，妻子喜欢听他唱
歌，肯定会对歌声有反应。

2004年12月的某一天，当张玉华
再次给妻子唱歌时，妻子眼角淌下了
一滴泪水。他几乎兴奋地喊出来，之
后便放声大哭。情况逐渐好转，到
2010年底，妻子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2017年，夫妻俩还共同爬上了泰山。

现在，张玉华的一对儿女都入学
了，妻子的病情也日渐好转。对未
来，他充满了期待。“能为妻子唱一
辈子歌，这是最幸福的事！”

◎事迹回放

不不离离不不弃弃，，
用用歌歌声声唤唤醒醒植植物物人人妻妻子子

曹广玲

衣食住行，无微不至。柴米油盐，辛苦自
知。给失爱者一片爱的天空，给追梦者一个温
暖故事。代理妈妈筑家园，沂蒙基因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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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威敏

一根冰棍，一生执念。诚于本分，乐于奉
献。初心不改四十年，夕阳问春蚕。蜡炬成灰
泪始干，一心向党行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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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国

危险面前，你是党员。技术面前，你是骨
干。军营锻造钢铁胆，警徽亮闪闪。万家灯火映
平安，排爆除恶苦作甜。

唐嘉陵

深海出征，极限潜行。波澜壮阔，潜航英
雄。科技兴国大无畏，滔滔强国梦。一江春水向
东流，七千米下写忠诚。

张晓华

柔情法医，铁肩担当。临危不惧，百炼成钢。热
爱是人生最美的注脚，滴水见光芒。岁月静好在路
上，披星戴月总匆忙。

孝
老
爱
亲

董玉兰

地久天长，情比血浓。母爱如歌，贤若春
风。久病床前有孝女，品德耀东营。敬老孝亲重
践行，慈心善念化永恒。

张玉华

平凡夫妻，恩山义海。相濡以沫，金石为
开。不离不弃十六载，患难见情怀。岁月不老梦
常在，农家伉俪有大爱。

汲取榜样的力量

挑起时代的担当

张广俊

商道之本，抱诚守真。诺言之美，重于千
金。经商多年秉盟信，齐鲁厚道人。环保自觉
问良心，一言九鼎四季春。

诚
实
守
信

赵利

乡间泳者，危难勇士。挺身而出，义不容辞。
用善良托起第二次生命，用朴实谱写春华秋实。青
云湖水漾青春，纵身一跳见精神。

刘立军

路遇歹徒，义无反顾。千钧一发，挺身而出。
正义向邪恶亮剑，勇敢让疯狂止步。狭路相逢侠客
行，见义勇为留美名。

为文明山东注入强大正能量
“山东好人”2018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侧记

□ 本报记者 徐超超 赵 琳

4月25日晚，山东广播电视台1200
平方米演播室灯光璀璨，座无虚席，
“山东好人”2018十大年度人物颁奖
典礼在这里举行。现场连同电视机前
的观众一起，将目光聚焦一个个平凡
而伟大的瞬间，用掌声和泪水来表达
对这些平凡英雄的祝福和敬意。

“这是我的‘移动银行’，给孩
子们捐的每一分钱我都小心翼翼收在
里面，走到哪里都带着。”威海市环
翠区环翠楼街道西北村社区居民邢威
敏，将随身携带的钱包带到了现场。
年过花甲的邢威敏卖了40年的冰棍，
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冰棍奶奶”。
从2008年至今，她每年为贫困学生捐
款捐物，爱心足迹遍布威海的中小学
校，捐款累计已有十几万元。“我对
自己有个要求，每年捐的一定要比上
年多。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过几天我
就把刚攒的钱送到贫困孩子手中。”

邢威敏的一席话，赢得现场观众的热
烈掌声。

万家灯火，岁月静好，背后总有
人在负重前行。1999年，张保国从部
队转业后，20年如一日战斗在排爆一
线，先后成功处置涉爆现场90多次，
完成重大活动防爆安检900余次。“有
一次我接到出警命令时，刚从幼儿园
接上3岁的女儿。为了快速到达现场，
我只好把女儿留在车里……”张保国
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

唐嘉陵是我国首批自主选拔培养
的7000米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潜航
员。他操控着“蛟龙号”打破了一项
又一项世界纪录，上演了现实版的
《海底两万里》。连续三年，他驾驶
潜水器达到海试最大深度，刷新了我
国载人深潜纪录并创造了世界同类型
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蛟龙号
已经整修一新，新的母船已经下水，
明年我们一定要创造环球深潜的新纪
录。”

唱了16年“情歌”，唤醒植物人
妻子的临清市刘垓子镇姜油坊村村民
张玉华，现场展示了一副碗筷。“筷
子代表两个人互相搀扶，勺子舀出的
是幸福和希望，碗象征着一家人永远
在一起。”张玉华的妻子因为医疗事
故成了植物人，他不离不弃，担起守
护妻子的重任。在照顾妻子之余，他
在妻子耳边反复唱她喜欢的歌曲。奇
迹终于出现了，妻子能活动了。为了
圆妻子的泰山梦，他又背着妻子登上
了泰山。

曹广玲，是11个孩子的“代理妈
妈”。2008年，她参加了一次爱心助
学活动，心灵受到震撼，先后成为11
个孩子的“代理妈妈”。她不仅承担
了孩子们全部的生活、学习费用，还
给予她们满满的爱和教导。“我要用
母爱的温暖点亮孩子们缺失的心灵，
为幼小心灵撑起希望的晴空。”曹广
玲将会把这份母爱一直传递下去。

引起现场观众共鸣的还有：将

“见死不救有罪”视作家训的新泰市
青云街道管家洼村村民赵利，三十多
年来奋不顾身勇救十几名落水者，义
务打捞溺水死亡人员40多人；烟台市
牟平区卓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销售总
经理刘立军，路遇持刀抢劫，毫不犹
豫追凶两千米；山东建龙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广俊，创业22年来始
终将诚信经营放在首位，展示了厚道
儒商的形象；青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法医物证室主任、副主任法医师张晓
华，为了保护其他同志，在艾滋病三
级职业暴露情况下坚持完成工作；广
饶县陈官镇董庄村村民董玉兰，悉心
照顾养母不离不弃。

“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是平凡而伟大的英雄，这些凡人善举
汇聚起了社会正能量。”济南机床一
厂幼儿园职工王玉才看完颁奖典礼，
感慨道，“他们是山东人民的荣耀，
是齐鲁儿女的自豪，他们值得最真诚
的敬意。”

□ 本报评论员

4月25日，“山东好人”2018十大年度人物正式揭晓。一个个感人的故
事、一幕幕温暖的瞬间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身边，总能遇见这么一群人，他
们不曾力挽狂澜，也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却
因为瞬间的选择或持久的坚守，让道德、让人性释放出精神伟力。

一个社会，总有这么一群人，或倾一己之力，或践一生之诺，用艰辛的
付出，标注社会文明风尚的新高度。“山东好人”2018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
礼上，每一个故事都是属于时代的赞歌，每一次感动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这里有“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的助人为乐，有“临危不惧，挺身而
出”的见义勇为，有“言必信、行必果”的诚实守信，有“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敬业奉献，还有“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的孝老爱亲。一个个
“山东好人”，阐释着真善美，传递出正能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
范践行者。他们让齐鲁大地的道德星空更加璀璨，让文明山东的精神底色更
趋厚重。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2018年，我省共评出“山东好人”734名、“山
东好人之星”53名，79人入选“中国好人榜”，25人入选“好人365”封面人
物，入选数量稳居全国前列……拥有坚定信念、笃定信仰的山东好人，构成
了齐鲁大地不朽的精神底座。每一个好人，都是一盏灯。只要我们激发道德
楷模的巨大精神能量，把善良的火炉越烧越旺，让爱的光芒越照越广，就必
将吸引更多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山东是一片活力的海洋，每一位山东儿女都在这伟大的远航中奋力扬
帆，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山东是一片改革的热土，每一位齐鲁之子都
在合力书写着中国故事的山东篇章。实现“走在前列、全面开创”，需要价
值的引领、信念的力量、道德的支撑。学习好人、崇尚好人、致敬好人，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传播山东榜样，凝聚山东力量，以典型为
指引，以榜样为力量，必将激励齐鲁儿女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努力
开创山东改革开放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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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江波 杨鹏 美术编辑 于海员

让“好人精神”薪火相传
2012年起，我省开展“山东好人”评选活动；2013年首次开展“山东好人”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七届。

2018年，我省共评出“山东好人”734名，“山东好人之星”53名，79人入选“中国好人榜”，25人入选“好人365”封面人物，入选

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山东好人”2012十大年度人物 “山东好人”2013十大年度人物

沈星、郭庆刚、孟祥民、姚希涛王昆夫妇、王华堂、谭明建、刘
吉传、陈叶翠、周江疆、高兴振

史俊国杨秀玲夫妇、李本涛、夏晓宾、谢绍爱、张波、王明利和
郭勇、宋洋、李保叶、臧英、孙奉岩

“山东好人”2014十大年度人物 “山东好人”2015十大年度人物

房泽秋、张明月、刘庆民、薛长赳薛长虎兄弟、祝亚丁、王长义
王长信兄弟、商孝江、吴吉林、郝忠阔、刘义

张张春春霞霞李李强强夫夫妇妇、、王王洪洪英英、、黄黄保保铭铭、、济济南南kk5522路路公公交交英英雄雄群群体体、、何何
厚厚江江、、王王进进、、宁宁允允展展、、张张楠楠、、孙孙立立荣荣、、姜姜娜娜

“山东好人”2016十大年度人物 “山东好人”2017十大年度人物

杨晓玲、纪鹏飞、史须营、孙毅敬、房公训、蔡光明、孟凡芹、
王金鉴、陶桂玲、曲东梅

朱朱观观景景、、谢谢金金虎虎、、““泉泉城城蜘蜘蛛蛛侠侠””、、杨杨曼曼、、李李浩浩、、王王家家祥祥、、文文继继
华华、、刘刘成成霞霞、、任任香香云云、、姜姜玉玉文文

□ 本版撰稿 赵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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