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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龙丰 21岁时的她为解救
人质，赤手空拳与歹徒搏斗，身中
近 10刀； 在享受见义勇为的英雄
称号后，却因重度风湿骨病、肌肉
萎缩等病卧倒在床上 25年。 目前，
见义勇为女英雄谢芳正在长沙骨
质增生医院接受该院“骨病健康援
助基金”的免费康复治疗。

见义勇为却身中近十刀

1988 年，21 岁的谢芳在长沙
井湾子一家饭店做服务员。 某日凌
晨，饭店遭到歹徒抢劫，老板当场
被杀。 谢芳为解救被当作人质的老
板娘，赤手空拳与歹徒搏斗了十多
分钟，歹徒最后被制服，谢芳也身
中近十刀。 虽然事后谢芳被公安厅

等多部门授予“见义勇为与犯罪分
子作斗争先进分子” 等光荣称号，
但她却留下了一辈子的伤痛。

医院相助 英雄更愿传递正能量

饱受疾病折磨的谢芳，并不是
孤立无援。 丈夫谢海华 25 年如一
日，不离不弃的照顾她，社会各界
也给予她许多爱心。 2006年，长沙
骨质增生医院了解情况后，为她提
供了一个多月的全免费治疗，使其
病情缓解不少。 同时，社会各界好
心人士也为她送来了爱心。“谢谢
长沙骨质增生医院，谢谢所有的好
心人，我不后悔当年的事。 我想死
后把器官捐献出来，帮助有困难的
人。”所有的关爱谢芳都铭记在心，

并再一次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骨病健康援助基金”再助英雄

今年 4 月，谢芳的健康每况愈
下，她不得不再一次与曾救助她的
长沙骨质增生医院联系求助。 医
院得知情况后立即启动“骨病健康
援助基金”， 并再一次派车前往将
谢芳接到医院进行免费治疗。“她
的治疗现在很复杂，严重的类风湿
病，重度贫血，肛肠疾病等等。这与
25 年前她受伤没有得到很好的治
疗还是有关系的。 但是，英雄值得
我们所有人尊重，她在给我们传递
正能量的同时，社会也应该向英雄
传递爱心。 我们长沙骨质增生医

院全体医护人员将尽最大的努力
让英雄重新站起来！ 也希望社会
各界能给予她更多的关爱和帮
助！ ”长沙骨质增生医院的主治医
生石传清郑重地说道。

长沙骨质增生医院启动骨病义诊

与人为善，厚德载院。 这一直
是长沙骨质增生医院的办院宗旨。
免费救助贫困人员，女英雄谢芳不
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 即日
起至 5月 31 号， 长沙骨质增生医
院开展“骨病义诊”活动，同时由湖
南省康复工程委员会、 三湘都市
报、长沙骨质增生医院、岳阳南湖
骨质增生医院联合成立的“骨病健

康援助基金”也正式启动。有骨质增
生、 椎间盘突出、 颈肩腰腿痛的患
者， 拨打骨病康复热线 0731-820�
99999 或 登 录 http://www.hn-
gukeyy.com预约报名，可在此期间
享受以下骨病健康关怀行动：

一、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两
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龙文
荣教授； 中国特效医术研究会委
员，从事骨科教学、医疗长达 50 余
年的刘忠明教授等骨病专家将组
成专家团亲诊。

二、参加定期开展的社区骨病健
康知识教育大讲堂、免费骨病体检。

以上活动项目，岳阳的骨病患
者通过 0730-898�6669 预约报名，
可在岳阳南湖骨质增生医院享受。

小女子见义勇为身中 9刀 医院相助社会真情犹在
长沙骨质增生专科医院启动骨病义诊

“要是工作无效，你们都得走”
普京拍桌发飙震动俄罗斯
总统发言人：只针对地方官员，并不是针对梅德韦杰夫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18日先
后播发了朝鲜和平统一委员会和
朝鲜国防委员会的声明，提出朝鲜
同美国和韩国举行对话的先决条
件。声明指出，如果美韩希望同朝鲜
对话， 就必须停止对朝鲜的所有挑
衅和敌对行动，取消对朝制裁，停止
威胁朝鲜的战争演习， 撤出部署在
朝鲜半岛的核武器。

朝方表态：对话有条件

针对朝鲜半岛日趋紧张的局势，
美国和韩国政府都表示愿意和朝鲜
进行对话，前提是朝鲜“停止挑衅”，
并且放弃核武器。朝方最初拒绝了同
美韩进行对话的可能，并重申不会放
弃核武器。18日的声明表明朝鲜政府
在对话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变化。

“战争与对话不能同时存在，”
朝鲜国防委员会18日声明说，“如
果美国和韩国希望避免遭到我们
军队和人民的沉重打击……真心
希望进行对话和谈判， 必须做出坚
决的决定。”声明要求美国和韩国立
即停止针对朝鲜的所有挑衅行为并
全面道歉， 立刻停止从今年3月起
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频繁进行核
战争演习只会加剧紧张局势， 完全
阻塞对话渠道”。

朝鲜同时要求美国全面撤出部
署在韩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核战争手

段并不再部署。声明说，从美国撤出
核战争手段开始， 朝鲜半岛的无核
化才可以开始， 才有可能发展为世
界的无核化。朝鲜方面同时要求联
合国安理会取消基于“不公正理由”
对朝鲜实施的制裁措施。

日韩反应：指责无理由

对于朝鲜提出的对话条件，韩
国和日本反应平淡。

韩国统一部官员说， 朝鲜方面
忽视了韩国和美国政府之前提出
的对话建议，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朝鲜如今提出的对话条件也没有什
么新意。

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这名官员
的话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打算
入侵朝鲜，所以朝鲜担忧的“外部入
侵” 并不存在，“现在朝鲜应该停止
提出各种荒谬的指责和条件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当地
电视台的采访时排除了在目前情况
下和朝鲜进行对话的可能，“现在最
重要的事情是加大对朝鲜实施的经
济制裁和压力， 促使朝方重新思考
其政策。”

安倍晋三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
恩“太年轻，缺乏经验”，对他处理危
机的能力提出质疑。

截至发稿时， 美国政府尚未对
朝鲜方面的声明做出正式回应。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浩荣认为，朝鲜的这一“要价”对美
韩过高，双方启动对话基础尚未建立，条件还不成熟。

高浩荣分析说，朝鲜这次回应实际上把球再次踢还给美韩，鉴于美韩
当前“秃鹫”联合军事演习仍在继续，美国也不太可能接受朝鲜的一系列要
求，朝鲜等于变相拒绝美韩的对话要求。

但是也有部分专家对朝鲜重启对话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韩国的朝
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镇（音译）说，“声明向美韩传递的信息是在对话开始
前不要再继续进行挑衅”。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研究员张永锡认为，一旦美国
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本月底结束， 阻挠对话的最大障碍就不存在了。
如果那时候朝鲜方面也选择缓和局势，那么双方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将大大
增加。 ■据新华社

朝鲜提对话条件，“要价”过高
要求美韩停止挑衅并道歉、撤出朝鲜半岛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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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拒绝对话要求，把球踢还给美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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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情绪激动

“在我看来，我们的工作效
果不值一提， 做的都是些表面
工作！要么是我的工作无效，要
么是你们所有人工作无效，那
样的话，你们都得走，”普京在
视频中说，“今天， 我倾向于第
二种可能性。”

俄罗斯《生活新闻》网站的
记者用手机拍下了这段内容，
并以“普京威胁解散政府”为题
目报道这段视频，称视频“耸人
听闻”。 视频中普京情绪激动，
不断用文件拍打桌面， 看上去
非常生气。

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新闻
社记者， 在这段视频记录的对
话之前， 普京曾要求在场记者
关掉摄像、录音设备，然后非常
严厉地批评政府工作不力，没
有积极落实总统的命令。

媒体跟风炒作

视频公开以后， 在俄罗斯
引起轩然大波。 公开这段视频
的《生活新闻》网评论称，普京
从来没有如此严厉地批评过政
府官员。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俄
罗斯政府副总理、 经济发展部
部长、 财政部长以及众多高级
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

媒体分析， 普京对政府工

作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提高工资
待遇、 解决幼儿园入园难问题
以及解决旧房危房问题三个方
面。 这三个方面正是普京当选
新一任总统后提出的工作目
标， 目前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
到根本改善， 因此普京非常恼
火。

一些媒体跟风炒作，以《生
活新闻》 与总统府关系密切为
由， 猜测这段视频的披露体现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关系出现紧
张迹象。

否认针对总理

佩斯科夫17日表示， 普京
的确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
但是普京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地
方政府和地方官员， 并不是针
对梅德韦杰夫。 佩斯科夫严厉
谴责了《生活新闻》公开闭门会
议内容，《生活新闻》 编辑阿绍
特·加布亚诺夫17日说：“视频
公布后， 我们的记者已经被克
里姆林宫驱逐。”

虽然普京团队否认这一次
发飙是针对联邦政府，但外界还
是普遍认为，普京对联邦政府的
工作的确存在不满。不过，出于稳
定“普梅”组合，不给敌对势力可
趁之机的考虑， 普京不会把对联
邦政府的不满过多地展现在公
众面前。

■据新华社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
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17日说，一
家报纸在网站公开普京怒斥官员的视
频，这种做法“从道德角度而言可恶、
无法接受”。

俄罗斯媒体《生活新闻》网站当天
发布一段视频， 显示普京16日晚参加
一场关于住房政策的会议时， 对多名
联邦和地方政府官员发火， 指责他们
没能贯彻政府旨在改善民众福利的政
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