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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给富翁"贴标签#的人

幸福是一种美好感觉

!

李中华 刘向东 付海厚

人物榜
!"#$%&'()

列 传
*+",-%'(

蒂贝茨 "从来不后悔$

曾执行原子弹轰炸日

本广岛任务的美国飞行员

保罗"蒂贝茨近日在家中

逝世#享年
'.

岁$

$'3&

年
4

月
%

日晨#

蒂贝茨一行
$3

人乘
5!.'

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从近

$

万米高空投下代号为%小

男孩&的原子弹#致使数万人当天丧生$ 美国这项

战争决策后来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蒂贝茨也因此

数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但他每次都坚定表示#他

无悔于当时的行动$%我知道自己扔下的那颗原子

弹杀掉了很多人#但同时也拯救了很多人#所以我

和我的同事只痛恨战争#却从来不为
$'3&

年
4

月

%

日上午
4

时
$&

分干的那件事后悔$ &

!$"

菲莉丝 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
菲莉丝"赛尔夫是英

国奇彭哈姆市人 $

%3

岁

时# 她担任了一家园艺公

司的董事长$

"6

多年来#

她始终坚持自己开车上

班#过着%朝九晚五&的老

板生活$一周工作
%

天#每

天
4

小时#亲自处理通信'工资和人员任免等事

务$在她的管理下#有近
.66

名员工的公司业务

蒸蒸日上#成为英国最大的园艺公司之一$

虽然今年已经
$66

岁# 但菲莉丝表示她并

不打算退休#因为%保持忙碌&正是她延缓衰老

的长寿秘诀$ 她说(%当别人问我是怎样活到百

岁时#我说#秘诀就是整天不停地忙碌$ 我每天

一直工作到公司关门为止# 经常是最后一个下

班的人#这使我保持年轻$ &

!$"

滕彩华为民工子女开%专车$

滕彩华# 金华公交总

公司一名普通司机$ 有着

$&

年驾驶公交车经验的

她# 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安

全驾驶员$ 正因为她的出

色表现#今年年初起#公交

公司安排她为
$&6

多名民

工子女开%专车&$

这辆民工子女专车# 周一至周五每天清晨

%

点发车#因为孩子大都住在偏远郊区#且比较

分散# 所以每次来回要分三趟三条路线接孩子

上学$ 下午
.

点#再开车原路送孩子上学$ 当她

看到一些孩子经常饿着肚子上学# 她就自备食

物供这些孩子吃) 当她知道有些孩子经常穿不

暖#看不上课外书时#她拿来了图书和衣物$ 近

日# 她的事迹被媒体披露后# 众多网友称她为

%最美女司机&$

!$"

吴亚军 当过记者的地产商
$'%3

年出生于重庆

的吴亚军#

$'43

年大学毕

业后#从事过机械工程师'

记者' 编辑等工作$

$''"

年# 她开始经商并随后创

建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

司# 注册资金
$666

万元$

作为现已更名为重庆龙湖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亚军从
.666

年

起开始开发龙湖系列品牌$ 到
.66&

年年底#销

售额达
.$7.

亿元#成为重庆乃至西南地区首家

销售额突破
.8

亿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

年#她首次跨出重庆迈向成都#取得了刷新成都

楼市一次性推出数量最大'开盘销售套数最多'

开盘销售金额最高三大纪录$

以个人财富
4!

亿元被排在
.!!#

年度胡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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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吴亚军#近日又在上海创造了

一个新纪录!!!让郊区的地价突破万元$ 由于

公司酝酿香港上市# 她被认为最有希望取代目

前的杨惠妍成为中国内地女首富$

!9"

王忠义 "好时候$送同胞
日前# 方城县独树镇

砚山铺村
4"

岁的石刻老

艺人王忠义接到通知#他

的
3!

件石猴作品将参加

由文化部等部门举办的

%

.!!4

年澳门河南春节民

俗展&$

在中原地区# 因石猴

与%时候&同音#民俗中石

猴又是%吉祥'纳福&之物
:

自古就有%时候*石猴+到

门前#四季保平安&的说法$ 但由于雕刻石猴费

工费时#现在能雕刻石猴的人并不多$今年
%

月

被命名为首批%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王

忠义#

9&

岁开始学刻石猴# 村里其他几位石猴

雕刻艺人也都是他的亲传弟子$

得知自己的作品入选后# 老人颇显激动地

说(%我要选最好的作品参展# 为澳门同胞送去

最好的,时候-. &

!9"

!李超峰"

孔相卿 "博览会$国礼制造者
日前在南宁开幕的

%中国!东盟博览会& 上#

禹州孔家钧窑制作的钧瓷

%丰尊&'%海晏鼎& 再次被

选为博览会国礼$ 此国礼

的制造者孔相卿#

9'%"

年

生# 自幼在父亲的指导下

学习钧瓷模具的制作#

9''3

年经过钻研# 把钧

瓷烧成方式由传统的煤烧变为气烧# 扫除了钧

瓷产业化的技术障碍# 并无偿把液化气烧制技

术转让给当地其他窑口$ 随后# 他又在钧瓷窑

炉'釉色'造型'工艺上大胆创新#使造型与釉色

相互映衬'臻于完美$ 其作品%伟人尊&'%丰尊&

与%国泰鼎&还被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9"

胡润!

9'#!

年生于英国!因制造中

国百富榜而成名中国" 在
.!!#

年
9!

月举办的大河金融理财博览会上 !一

位郑州听众高声问道#$胡润先生 !你

是富翁吗% &'我不是" &胡润高声说!

'我离富翁差得远呢( &顿时!会堂里掌

声一片"

论口语! 胡润不如会说中国相声

的大山! 他经常会就一些相对生僻的

中国字请教听众!比如!'请告诉我!那

个特别复杂的表示一种金属的中国字

怎么说&!)听众热心并开心地告诉他!

'那是镍&*+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

知!他不如'老同乡&李约瑟!他会当着

上千人的面 !把利润 '翻倍 &写成 '反

背&, 然而!作为一个少年时代开始学

中文-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中文系!并

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的 $中国爱好

者&!胡润通晓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

基因#谦虚,

$如果不是我爸爸的建议!我可能

不会公开中国百富榜, &胡润说,

9'''

年!已在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

所工作两年的胡润行将回英国之际!想

给自己的中国之旅留下一点纪念,$我对

宏观经济不是很懂! 而且我也不像经济

学家那样关心
;<=

改变了多少!我对人

很感兴趣!特别是那些成功的人, &胡润

说!$我想知道他们的故事, &

胡润在上海找了两个大学生 !和

他们一起每天泡在图书馆里, $当时没

有百度-

>11>?@

等网络搜索工具! 我们

就翻报纸!几乎翻阅了每期的.人民日

报/和.经济日报/!寻找中国的富豪" &

%

个月后! 一个只有
&8

个上榜人

的富豪榜诞生了" '我本来只想留着自

己做纪念" &胡润说!但同样是会计师

出身的老爸阅历更深!'爸爸说! 你应

该把这个东西公布出去! 这样就会有

更多的人向你提供资料! 会有更多的

人对这个榜单感兴趣! 你会知道更多

的故事" &于是!胡润把第一份中国富

翁榜卖给.福布斯/发布后!引起了全

世界的轰动" 从此!那个在上海洁净的

办公室里审计报表的会计师胡润消失

了! 更多的中国人记住的是一个新名

词#百富胡润"

'

.8

年前在中国大家都一样穷!都

没有现金!可是
.88#

年最后一名上榜

富豪的财富是
9&

亿元!而上一年富豪

榜的上榜门槛是
4

亿元 !

.88&

年是
&

亿元" &胡润说!你可以想象中国发展

得有多快"

和英国那些上百年历史的富豪家

族相比! 中国的富翁要年轻得多!'据

我们今年的调查! 现在超过
4

亿资产

的富豪平均年龄在
3#/&

岁左右! 大部

分还是
%8

年代的人" 这个平均年龄比

去年还小了一岁! 但这些富豪的平均

财富却翻了一倍! 而且是在百富榜上

的富豪从
&88

名增加到
488

名的情况

下实现的" &

除了制造财富榜! 胡润这个据传

身家超过千万-雇员超过
"8

人的 '小

老板&也很会享受生活!空闲的时候 !

喜欢开着他那辆上海产的轿车带着老

婆孩子在上海周边转一转!玩一把'近

郊游&"

对于生活! 除了钱总是还有很多

更重要的东西" 比如'慈善&" '如果你

把英国的富翁慈善排行榜和中国的富

翁慈善排行榜单合并在一起的话 !会

有
&

个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胡润认

为!'这说明中国富翁对慈善很看中" &

连续多年对中国富翁的关注使胡

润不断拓展'造榜&思路!也开阔了国

人的眼界" 除了发布一系列财富榜!胡

润还造出了慈善榜-品牌榜-民营品牌

榜-财富品质排行榜等一系列榜单"

当然! 对于普通人更感兴趣的富

人成长基因! 胡润也做出了自己的解

读" '成为富人有五大要素" &胡润说!

第一是眼光!第二是勇敢!第三是领导

才能!第四是坚持!第五是好运"

'中国的女企业家尤其了不起 &"

在胡润的调查中! 全球最富有的白手

起家女性 !

98

个中有
%

个来自中国 !

'赶紧和你身边的女性握握手!没准儿

她就是明日的财富之星" &

'河南的变化很大&" 今秋的这次

河南之行!是胡润第三次来到河南" 但

他还是感到有些意外#'在自以为可以

当导游的少林寺!居然门都找不到" &

对于这个热爱历史的青年来说 !

对变化的更多感受还来自河南博物院

里对悠久历史的触摸#'我看过李约瑟

的中国科技史! 古时代的中国科技水

平非常高" &胡润说!'相对于沿海发达

省份!河南上榜的企业家还不算多!但

是对于河南这个人口-经济大省来说!

仍有许多出现更多创富的机会" &

这次来到郑州! 胡润带了一个很

重的旅行箱! 满满的装着他出版的杂

志+离开郑州时!那些杂志已全部送给

了郑州听众" 还是那个旅行箱!除了随

身的衣服!一台笔记本电脑!胡润几乎

什么也没有带走"

编辑感言 来自异国他乡#却关注

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正是这种关

注#使得可能仅仅是一个会计师的他成

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 知晓这个人

物# 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创造了什么#或

者说%他是一个富翁&#而是他推出的财

富榜#罗列了中国富翁及他们拥有的财

富# 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见

证#也营造了一种神秘或并不神秘的氛

围(中国也有富翁$

!9"

杨宝兰!我不是累赘

.88#

年
'

月
.4

日!济南军区总医

院" 正在接受脊髓注射治疗的杨宝兰

坐着轮椅接受采访时! 手不停地捏捏

腿- 提提脚! 仿佛在印证朱福林对她

'活泼好动&的印象!但其实!'我能够

活到现在! 就一定能够站起来走路&!

才是那些'小动作&的真正注脚"

从
9''8

年系统性红斑狼疮被确

诊!到
9''"

年合并脊髓炎!两种均可能

随时要命的疾病缠绕着她-折磨着她!上

海-北京-杭州!大城市的大医院她不知

去过多少! 天性活泼的她在忍受病魔摧

残的同时! 始终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着往

往不能让人乐观的现实" 她说#'我始终

没有把自己看成累赘!腿不能动了!我有

手有脑!就有自己的生活" &

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后! 杨宝兰

办理了病退手续" 当她略有康复!便主

动提出了复职申请!她说!她不愿一辈

子躺在床上! 因为她已经教过近十年

学!并想继续下去" 然而!'这只是一个

梦想 &! '随后几年我生活不能自理

了&!每天除了辗转诊治!吃药-打针 !

几乎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很多事情想做而又做不了! 杨宝

兰心情一直不好" 尤其是红斑狼疮合

并脊髓炎后!大量脏器病变的折磨!使

她不得不大剂量服用激素类药物 !脾

气时好时坏!在她眼里!木讷-不善言

辞的朱福林自然成了发泄对象" '那些

日子他怕我生褥疮! 每天晚上都要起

来帮我翻十几次身! 但我却经常无缘

无故地骂他" &想起当时的情景!杨宝

兰对丈夫充满了愧意"

正是这种愧意! 导致杨宝兰在北

京
"89

医院住院期间偷攒了
.8

多片

安眠药!但'安眠药被他发现后很气人

地扔了 &" 杨宝兰着重提出的 '很气

人&!是因为丈夫知道她的企图后一直

不吭不哈! 直到她攒得多了才说#'咱

们这是住在医院!你一捧吃下去!肯定

得被大夫拉去灌肠" 人死不了!还得活

受罪" &

当时!他们每月二三百元

的工资根本没办法支撑他们

的花销" 尤其是杨宝兰在激素

类药物的作用下!胃口特别好!

'一整只烧鸡三下五去二就吃

个干干净净&"为了省钱给杨宝

兰补养!朱福林经常'蹭&她不

想吃或吃剩的饭"

'那些日子我们很苦 !也

很难" &杨宝兰笑着指指笑吟

吟坐在她旁边的朱福林!'他

年轻时的头发又黑又浓!可现

在还不到
&8

岁就成0秃老头1

了" &

9''#

年! 杨宝兰的病仍

处在'维持&状态!但她的生活

却出现了新的曙光"她从参加

广播电台组织的猜谜-征文活

动打发时光开始 ! 逐渐发展

到在当地电台- 报纸上开辟

专栏! 用她的亲身经历帮助

一些走不出心理阴影的人

们"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加

之当地一名残疾实业家为她安装了

一部心理热线咨询电话 !她渐渐从中

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快感和自己的

价值归属 ! 义务当起了 '心理咨询

师 &!只要不外出看病 !她
.3

小时守

在电话旁边!甚至'神经质&地盼着电

话铃声响起 " '和陌生人的沟通 -交

流 !不仅帮助了别人 !更丰富了我自

己的生活" &杨宝兰说!这样的日子历

练了她豁达的性格和更加热爱生命

的激情!'无病无灾是幸福!但人的一

生并不是因为四肢健全才幸福 !更多

的是要有一颗健康的心 " 我虽然瘫

了 !生活上很多事情不能自理 !但我

不是累赘!因为我有存在的价值和自

己的生活方式" &

经济拮据曾给杨宝兰的诊治带来

极大不便!外出看病的食宿-路费及一

双子女的生活- 学习费用!'像一座山

一样压在了我们一家人身上&!杨宝兰

说!'没钱的日子真是不好过&"

然而现在杨宝兰的家! 不仅有宽敞

的新房! 也有私家车从奥拓到奥迪的变

迁" 这一切! 应该说都是她的 '得意之

作&"

虽然杨宝兰在家时每天只能坐在

轮椅上!但她并没有脱离'信息时代&!

她炒股票!也做房产生意!像她自己说

得 '我是一个喜欢用大脑工作的人&!

颇有'运筹帷幄&的快感!快乐地掘了

一桶桶金!既改善了家里生活!也为她

进一步治疗积累了资金"

当然! 杨宝兰也尝试过让朱福林

跟她一起'赚钱&!'有时候我和儿女一

起劝他!他却说0我把你照顾好就心满

意足了1" &

朱福林!我就喜欢照顾她

笑呵呵坐在杨宝兰身边! 朱福林

一如杨宝兰所说!'木讷!憨厚!不喜欢

说话&"

采访中! 朱福林说得最多的是一句

对杨宝兰的问询#'回病床躺一会吧% &

三个多小时的采访转瞬即过 !临

近中午! 朱福林说#'你们大老远跑到

济南!我一定要请吃一顿饭" &见我们

拒绝!他自豪地笑说#'不瞒你们说!现

在我和朋友在外面吃饭! 差不多都是

我掏钱呢( &

朱福林把杨宝兰推回病房! 麻利地

帮她换上衣服! 轻轻地抱着她重新坐到

轮椅上! 拿出条浅红色的毛巾被披在她

腿上!仔细地裹了裹"当我们走上前要帮

他推轮椅时!他拒绝了!怕我们推不稳"

济南军区总医院附近的一家餐馆门

前有两层的台阶! 我们正想上前帮朱福

林'抬&一把!却见他不怎么吃力且十分

娴熟地一压车把!杨宝兰已进了餐馆"

点菜时!朱福林说#'不要辣的!也

不要太咸" &点了
%

个菜!他怕服务员

记不住似的重复了一遍! 然后冲我们

歉然笑说#'辣的-太咸的!她不能吃!

也只好委屈你们了" &

点点滴滴的细节!体现了朱福林'我

就喜欢照顾她& 这句话的分量! 更是
94

年来他对杨宝兰悉心呵护的深刻印证"

他们的家在南阳卧龙区武侯办事处

辖区一幢居民楼的二楼" 从
9''"

年起!

只要不是在外治病! 朱福林几乎每天都

要把杨宝兰背到楼下! 然后搀坐在轮椅

上! 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推着她去离家

三四公里外的白河畔散步"

尽管在杨宝兰眼里朱福林木讷 !

但憨厚的朱福林却在妻子卧病在床后

多了很多'心计&" 比如说杨宝兰记忆犹

新的'安眠药&事件!朱福林在她藏第一

片时就发现了!他不说破-阻拦!是因为

他觉得她一天攒一片!无形中反倒是支

撑她活下去的精神寄托!'人只要有精

神支撑着!天大的灾难也能挺过去" &朱

福林笑着说!其实那些日子他也真怕她

吃!日里夜里小心警惕!以致他对'邻床

病人如山的鼾声充耳不闻!但她小小一

声叹气我都能惊醒&"

性格的差异!'锅碗瓢勺& 的碰撞也

在所难免"朱福林说#'她喜欢说!也常为

一些琐事0说1我!但我总是一声不吭跑

到儿子屋里!一边看报纸!一边吸烟!只

当啥都没听见" &'这种忍耐!是我和她磨

合出来的" &

'她虽然瘫了!生活不能自理!但我

始终相信她肯定还能站起来" &

9''"

年红

斑狼疮合并脊髓炎! 不独打击着杨宝兰!

也让朱福林感受着天塌地陷" 但他坚信!

杨宝兰始终是那个'活泼好动-聪明伶俐-

能歌善舞&的杨宝兰" 当杨宝兰无知觉地

躺在病床上时! 他每天都对她进行强

制性功能训练222抱起她!面对面!膝

顶膝!强迫她站起来!坐下去 +再站起

来!再坐下去!从最初的一分钟!到后来

的几十分钟33这样简单却又经常让这

两口子满身大汗的运动!终于在两个月后

让只能躺在床上熬枯生命的杨宝兰重新

'站&了起来222扶着东西缓缓走动,这样

的'康复&不仅让为杨宝兰治病的医生啧

啧称奇!也让朱福林兴奋异常!每到傍晚!

他会推着轮椅让她'逛逛&北京的夜市,

窘迫的日子! 朱福林借了所有能

借的亲戚朋友的钱! 为了杨宝兰的康

复!只要她想吃什么!他从不 '吝啬 &!

但自己却经常把一袋方便面调料当一

顿午餐! 也经常赔着笑从病友那里索

要一个馒头,

这些年! 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

善!他的应酬也明显多了起来, 每次朱

福林外出!都带着杨宝兰, 有人曾开玩

笑说!就你怕老婆!以后不叫你了, 朱

福林则笑着回应#'我不带她! 你们给

她做饭啊% &

儿女!年少不"是#愁滋味

朱青-朱江!是他们的女儿-儿子,

朱福林带着杨宝兰奔波诊治的日子 !

儿女整天跟着亲戚或在邻居家东一口

西一勺'混&日子, 终于有一天!'孩子

我们养不起了!把女儿送人吧, &杨宝

兰小心翼翼地跟朱福林商量, 朱福林

舍不得!但也知道孩子需要幸福生活,

于是 !他们 '千挑万拣 &找到 '老实可

靠&的一户人家!让女儿叫人家 '干爹

干妈&!到人家家住,

'当时我们只是想孩子只要能健

康地活着就行, &朱福林说!送出女儿

的两个月里! 他们不停托人观察 -打

听!为女儿成了那家人'掌上明珠 &而

愧疚着感到欣慰时! 女儿却自己跑了

回来!哭着说#'爸妈!我不花钱!也吃

不多!留下我吧, &

采访中!'我们欠儿女的太多&!仿

佛勾起了杨宝兰的心事!她掏出手机!

自言自语说#'这会儿她应该还没睡, &

然后拨了一个号码! 笑着解释#'美国

那边的电话费便宜! 我们和女儿约好

了!想她时就拨通号!然后她再把电话

打过来, &

.88#

年
"

月! 女儿朱青拿到了美

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博士生录取

通知书, 之前!她在郑州大学读本科!

随后在清华大学读硕士,

果然! 不到两分钟杨宝兰的手机

响了!'乖乖&! 她这样甜腻腻地叫着!

哈-

AB

地和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笑

谈了起来,

'女儿很出息!也让人省心!儿子

却有些让人0恨1, &朱福林笑说!儿子

朱江从小顽皮-好玩!后来还迷上了上

网! 有一次还 '偷拿了家里
"88

多块

钱!跑了十多天&,

$'

岁的朱江 '目前正在帮妈妈打

理一些事情&, 和他交谈!自然没能绕

开'离家出走&这个话题!他笑说#'我

当时拿了不止
"88

多块! 但我却把大

部分又放回了抽屉! 因为我不能让家

里其他成员没办法生活, &

这段记忆发生在朱江

$8

岁左右,如今的朱江显然

比同龄孩子更多一些成熟

和老到 !当我们问他 #你生

活在一个饱受苦难的家庭!

你感受过的苦难是什么时!

'你们想错了, &他说!童年

时他也无忧无虑! 打架-翻

墙头! 从来没有感到痛苦!

'如果有! 也仅仅是父母经

常不在家&,

你父母有没有给你讲

过家庭的困苦% '没有刻意

讲过一次!而且我们一家人

都不愿过多提过去的事!我

们只是在想家是幸福的!要

好好生活, &

今年
4

月份女儿出国后!

朱福林和杨宝兰对朱江说!如

果愿意出国深造的话!他们会

为他创造条件, 不过!朱江已

明确表示他不会出国!'这个

家需要我&,

'我姐姐读完博士后也会回来

的, &采访中!朱江这么说,

'在美国!我最想的是回家!和我父

母-弟弟在一起, &远隔重洋!电话里朱青

的声音很清晰#'我们家谁也缺不了谁, &

白河畔!二胶厂的两口儿

'好心情 ! 是病人最好的灵丹妙

药, &只要不外出诊治!朱福林几乎天

天都要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杨宝兰去白

河岸边散步,

一路上!他们的微笑和亲昵!让一

个个擦肩而过的人感染-羡慕和关切,

'在路上我们认识了很多人!却基本叫

不出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啥的, &

朱福林笑着说#'但他们都知道我们是

0二胶厂的两口儿1, &

夏日的夜晚!白河畔风微人喧!在

自娱自乐的人群中! 爱唱的杨宝兰唱

.牵手/!唱.化蝶/!总都博得纳凉的人

们阵阵掌声,

这两首歌!是杨宝兰最拿手的!也

是她最喜欢唱的, 她说!她这两首歌唱

得好!不仅是用了心!还融入了自己的

经历和情感!'

$4

年了! 他就像对孩子

一样照顾着我, &

'有一天能站起来&是朱福林和杨

宝兰
$4

年始终如一的心愿 !'我喜欢

她能歌善舞的样子& 则是朱福林的憧

憬和最甜美的记忆,

!$

人物! 同事
#

同学
$

爱情 他

是南阳二胶厂*现乐凯集团二胶

厂+ 的技术人员# 名叫朱福林)

她是厂子弟小学的教师#名叫杨

宝兰$

$'43

年#他们同在南阳广

播电视大学学习期间#擦出了爱

的火花$ 一晃六年#日子平平淡

淡 #却有儿女缠绕膝下 #戏瓦弄

璋#其乐融融$

往事 !

%&&'

年的疼痛 这年

春天的阳光像所有春天一样温

暖#杨宝兰却如坠冰窟(系统性红

斑狼疮被确诊# 医生委婉地告诉

她(你也许只有三个月时间了$大

厦将倾的感觉瞬间击来# 但她硬

撑着 (%如果我能活三个月零一

天#岂不是白赚一天/ &

绝望 ! 生命不堪重负 时至

$''"

年#杨宝兰活着$ 然而这年

冬天# 胸以下忽然不听使唤的她

被人抬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并

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脊

髓炎#医生说(你也许一辈子要躺

在床上了$ 连续
.8

多天#她保持

着入院时丈夫把她%摆放&在病床

上的姿势$每天#她偷偷做了一件

事(藏
$

片安眠药$

现实 ! "我一定能站起来 $

.88#

年秋天# 杨宝兰的丈夫朱福

林开着私家奥迪车#载着已能够扶

着东西缓缓移动的她驱车千里#从

南阳到济南#开始新的诊治$

策划 李中华 责任编辑 李运海 刘向东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