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日上午， 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宣布中国工程院新一届

领导班子名单。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新华社

●从11日起，北京市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全部持IC卡上岗。卡上信息为实

名登记，每天上下班刷卡记录。 ———法制晚报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9日下达决定书，决定临

漳县人民检察院分别赔偿临漳县官村村民刘俊海、 刘印堂被侵犯人身

自由的赔偿金人民币575292.63元和609785.55元。此前这两人因涉嫌故

意杀人罪被限制人身自由近15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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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助学 感动中国—2010“王老吉·学子情”在京启动

6 月 8 日， 由加多宝集团

和中华慈善总会共同举办的

2010 年“王老吉·学子情”爱

心助学行动在京正式启动。 本

次活动得到了教育部、民政部

的大力支持，中华慈善总会常

务副会长李本公和全国各地

主流媒体代表， 往届受助学

子，加多宝集团员工代表等近

百人应邀出席， 共同见证了

“王老吉·学子情”十年公益助

学历程。

薪火相传 开启爱心大家庭

在活动现场， 出现了好几

张熟悉的面孔，他们曾经都是

“王老吉·学子情” 的受助学

子。 今天，他们来到活动现场，

除了见证学子情十年历程，表

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外，还有一

项特殊的“使命”———汇聚往

届受助学子共同发起组建“爱

心助学大家庭”的行动。

一位往届受助学生在接受

笔者专访时说：“如果没有‘王

老吉·学子情’，我们就不可能

圆梦大学。 现在，我们更应该

努力回报社会，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来将这份爱心传递下

去。 ”据悉，此次由往届受助学

子发起的“爱心助学大家庭”

活动得到了加多宝集团的大

力支持，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

召集 2001-2010 年的所有受

助学子与社会爱心人士，组建

“爱心大家庭”，一起将这份爱

心传递下去，让更多人参与到

“王老吉·学子情”助学行动中

来。

聚沙成塔 学子情感动中国

启动现场， 所有的嘉宾人

手一包彩沙，大家将彩沙倒入

象征着学子情的爱心容器中，

寓意“聚沙成塔”。

自 2001 年在温州资助

13 名学子开始，“王老吉·学

子情”公益助学活动已持续了

整整十年。 十年间，秉承“圆今

日学子梦， 造未来栋梁材”的

公益助学理念，“王老吉·学子

情”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力与日

俱增， 受助学子不断增加，受

助范围也不断扩大。 到 2010

十周年之际，“王老吉·学子

情”已经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

市，自治区，资助了 3851 名高

考贫困学子顺利进入大学，资

助总额近 2000 万元。

与此同时，“王老吉·学子

情” 的公益理念也在不断地向

前发展。从最初的捐资助学，到

现在鼓励贫困大学生积极投身

于社会公益事业回报社会，一

个以“受助、自助、助人”为核心

的三部曲思想已经形成。

近日，

在 长 沙 、

成 都 、 武

汉 、 重庆

等全国多

个城市开

展的“三

公 仔·爱

子有方”育儿大课堂活动中，主办方针对

家长们的育儿知识现状进行了调研，统计

数据显示， 许多年轻妈妈缺乏育儿经验，

对宝宝“上火”的现象，也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 专家提醒，宝宝上火现象容易导致

小儿免疫力下降、感冒发烧、腮腺炎、扁桃

体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病症。因此，宝宝一

旦上火，一需快速调理；二需准确用药。

一、小儿“上火”切忌乱吃药

有的妈妈会沿用老一辈的方法，自

己抓些药煲给小孩喝。 对此，专家指出不

准确定量给小孩煲凉茶喝是不科学的做

法，长时间喝还可能会影响到小孩的正常

发育。另一方面，儿童的脏器娇嫩，器官发

育尚未成熟，直接用成人药会伤害儿童的

肠胃功能，可能造成肠胃菌群失调。

二、选用专业儿童去火药物

宝宝上火了，必须要为宝宝选择最适

合小儿生理特点的、专为儿童研制的清热

去火药物进行治疗。例如广州王老吉药业

的三公仔小儿七星茶颗粒。其成份中含有

的山楂、 稻芽能有效消食健脾助消化，防

止食积发热； 结合薏苡仁以清热利湿，淡

竹叶可清心火利小便，促使热从便出。

三、日常饮食需均衡

夏季气温炎热，要使宝宝不“上火”，

就更加应该注重饮食均衡。儿科医生提出

“防‘火’三宝：一喝水、二吃蔬菜、三吃水

果。

西铁城举行 2010 年度环保走活动

为响应第 39 个世界环境

日“多个物种，一个星球，一个

未来”的号召，西铁城（中国）

钟表有限公司于 6 月 5 日在

吉林长白山举行了“西铁城

‘走向健康 ， 走向环保 ’之

2010‘绿之旅’自然保护区公

益行走活动。 ”

志愿者们告别城市的喧

嚣，以最为绿色环保的徒步行

走方式，探寻长白山的珍稀物

种， 享受大自然的绿色气息，

以实际行动呼吁全社会为构

建多个物种和谐共存的绿色

家园而做出积极贡献。

生物多样性对平衡生态

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

而， 大多数公众都未曾意识

到，生物物种正在以惊人的速

度灭绝：据初步统计，每过一

小时，就有一种物种从地球上

消失。 面对这一现状，西铁城

发起了此次的“绿之旅”公益

行走活动。

活动中，由西铁城特别邀

请的长白山物种专家指出：

“作为世界著名的物种基因

库，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孕育了

丰富的生物物种，是众多珍稀

动植物物种的栖息地。 但是，

由于气候恶化及人为破坏，这

些珍稀物种如今都面临着严

峻的生存困境，譬如享有‘植

物界大熊猫’ 美誉的红豆杉，

东北三宝之一的野山参等等，

都已逼近灭绝的边缘。 ”因此，

本次公益行走活动的主旨正

是要呼吁大家回归自然的怀

抱，以唤醒每一位地球公民对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

2007 年至今， 西铁城连

续四年举行了以“走向健康，

走向环保”为主题的公益行走

活动，健康的生活态度、环保

的生活理念在快乐的旅途中

传递给越来越多的公众。

作为一家钟表企业，西铁

城始终以未来的眼光审视着

人与社会的和谐、 持续发展，

并不断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这

一理念。早在 35 年前，西铁城

就开始致力于“光动能”这种

环境友好型技术的研发，并最

终将其成功应用于腕表领域。

以任何可见光源作为驱动手

表运转的能量，避免产生因废

旧电池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每一只西铁城光动能手

表都已深深打上了环保的烙

印，环保理念也已成为提升西

铁城品牌价值的持久动力。 亲

近绿色自然， 保护多样物种，

西铁城与您携手共赴“绿之

旅”！

保护物种 关爱地球

准确用药，避免宝宝

“火气”越来越旺

2010年6月22日，到湖南大剧

院，感受疯狂英语的魔力！疯狂英

语创始人李阳亲临长沙， 和700个

家庭分享英语成功密码，这是一堂

你不能错过的公开课———“国际家

庭总动员———如何把孩子培养成

英语和演讲高手！”

几千人一起随着李阳“疯狂呐

喊”，喊出标准的地道美语，喊出了

孩子的自信。 这样疯狂的英语场

面，将激荡孩子的一生！“中国人为

什么学不会英语？中国人为什么被

称为哑巴英语？中国的学生为什么

只会做英语题， 却不敢跟老外交

流？ 中国学生为什么英语四级、八

级都过关了， 但就是说不来英语？

所有的这些问题，我都会讲到。”李

阳表示，“让三亿中国人讲一口流

利的英语” 是他终生坚持的信念，

我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能跟我一

起，把心中的英语喊出来，把你的

自信喊出来。

“疯狂英语以成功学为导向，

为孩子注入学习的激情和前所未

有的坚强意志！”李阳老师分析，成

功带给人快乐，孩子的成长需要成

功！李阳疯狂英语将成功学与英语

完美结合，让英语带给孩子成功的

快乐， 让孩子因为英语更成功！在

孩子注入成功的同时，我们必须培

养孩子的感恩情怀，让孩子怀着一

颗感恩的心走进教室主动学习，和

父母成为真正的朋友。“

我们相信 每个孩子都是英语天才

本报携手李阳疯狂英语推出亲子演讲，少量门票免费领取：82234353

经济信息

台湾高等法院11日上午就陈

水扁家族所涉“机要费”贪腐案等

多起弊案作出二审判决， 判决陈

水扁20年有期徒刑， 判决陈水扁

之妻吴淑珍20年有期徒刑。 二审

还判决陈水扁、 吴淑珍分别科以

罚金1.7亿元、2亿元（新台币）。

该判决相对于去年9月一审

的“无期徒刑、2亿新台币”的判决

有大幅度减轻， 被台湾媒体称为

大逆转。

二审宣判后，台高等法院合议

庭召开延押庭以决定至今已羁押

500多天的陈水扁是否继续延押。

经过近两小时辩论，合议庭裁定陈

水扁还押看守所。 台高院表示，陈

水扁是否续押将另日以书面通知。

台湾联合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

师刘孟锦11日上午表示， 如果陈水

扁对此次二审结果不服再次提起上

诉，这个时候如果解除对他的羁押，

陈水扁很有可能会逃亡。 他分析，

扁家已经将海外的7亿汇了4亿多

回台湾，法官应该是考虑到态度问

题，所以二审比一审判得轻了很多。

据陈水扁律师称，就在10日，

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还“大动作”

汇了700万美元，11日下午将再有

300万美元到账，届时扁家汇回台

湾的钱将达到4亿6千多万新台

币。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扁夫妇二审均判20年

温家宝驾拖拉机麦地耕种

10日和11日连续发生在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两起医务人员

被刺杀事件为同一人所为， 凶手

系因宿怨杀人， 在实施第二起案

件时被抓。

据介绍， 犯罪嫌疑人周某是

一名45岁的男子，为济南市历下

区居民。其父于13年前因患原发

性肝癌曾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就

诊，不久后去世。周某将其父去世

原因归结于医院，长期怀恨在心，

采取极端手段制造此案。10日早

上8时许，齐鲁医院肿瘤中心一名

50岁左右的副主任医生在医院

内被杀；11日早上7时20分左右，

这家医院肿瘤中心的一名女护士

再次遭到袭击，被凶手连捅数刀。

据新华社

齐鲁医院两医生护士接连被刺

新闻微博

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河南省郑州、许昌等地，深入麦田、农户和粮库，实

地察看小麦收割和收购情况。他还主持召开农民和基层干部座谈会，就农业农村工作进行调研。温家宝强调，稳

定粮食和农业生产，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对于管理好通胀预期，实现今年宏观调控的目标至关重要。

10日，在河南省许昌县陈曹乡后孙汪村高产小麦示范区，温家宝登上一台“东方红”牌拖拉机的驾驶室，在司

机的指导下挂挡、加油，紧握方向盘，稳稳地驾驶着，在刚刚收割的麦地里深耕、施肥，种下秋玉米。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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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宣判 二审宣判

陈水扁

吴淑珍

陈致中

黄睿靓

马永成

林德训

陈镇慧

蔡铭哲

郭铨庆

李界木

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

判刑2年6个月

判刑1年8个月（缓刑5年）

判刑20年

判刑16年

免刑

判刑2年（缓刑5年）

判刑3个月

判刑6年

20年有期徒刑

20年有期徒刑

判刑1年2个月

判刑1年（缓刑4年）

判刑11年6个月

判刑12年6个月

判刑7个月（缓刑2年）

判刑1年7个月（缓刑3年）

免刑

判刑2年（缓刑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