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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 她被确诊 “视神经萎
缩”， 无法痊愈， 最终会 “双目完全
失明”。 医生叮嘱她多休息， 学校想
让她去轻松岗位。 但都被她婉拒， 还
连续 6 年用放大镜批作业， 这位小学
老师为何这么 “拼”？ 背后故事让无
数网友泪奔。

20年前被确诊“视神经萎缩”

“你被确诊为 ‘双眼视神经萎
缩’， 这是医学难题， 无法痊愈， 最
终会双目完全失明。” 20 年前， 四川
广安观阁镇小学语文教师黄仁英得
知自己患眼疾后 ， 脑子第一个想法
是， “觉得天都要塌了。”

原本以为只是近视的黄仁英住院
一个月后继续回校上课 ， 并按时吃
药。 “医生说只能靠吃药来缓解， 但
改变不了失明的最终结局。” 医生叮
嘱黄仁英， 让她一定注意休息。 学校

了解她的情况后， 想让她去比较轻松
的岗位， 但都被婉拒， 随后她一直坚
持带课。

连续 6年用放大镜批作业

起初黄仁英基本能看清书上的内
容， 2015 年开始她看书上的字有些
吃力， 因心里放不下学生， 她依然坚
持每天批完作业再休息。 日积月累，
她的视力直线下降， 最后索性买回一

个放大镜用于备课和批作业。 后来同
事的儿子送她一个 “更高级” 的带小
灯的放大镜。 视力不好， 是否会影响
教学？ 黄仁英说， 上课时用多媒体可
以把字体设置大一些， 对于上课教学
并没影响， 平时也会提醒班上学生写
作业时尽量把字写得大一点， “学生
家长也知道我的情况。” 虽然视力不
好， 但黄仁英所教班级的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

对于黄仁英的情况， 同事们看在
眼里， 疼在心里 “看她吃力的样子很
心疼”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她所
教班级的一名学生说， 黄老师上课时
大家都很用心， 都想用优异的成绩报
答她。

2018 年， 黄仁英被评为 “巾帼
教学能手”， 从事教学工作 30 多年她
先后多次获得 “优秀教师” “优秀党
员” 等荣誉称号。

她说要把光明传递给学生

这些年， 随着教龄增长黄仁英的
视力也在一天天下降。 2019 年 3 月，
她去 医 院 复 查 结果 为 “右 眼视 力
0.15， 左眼视力 0.12”， 意味着病情
比 4 年前又严重了。 黄仁英热爱教育
事业、 热爱学生， 很多人说她用放大
镜批作业是固执 ， 她却不以为然 ：
“我只是初心如磐， 一日为师， 终生
为师， 只要眼睛还能看见一丝光明，
我就会把光明带来的希望传递给我
的学生， 不会放弃讲台！”

同为教师的丈夫蒋吉林比谁都希
望妻子能好好休息， 他特别理解和尊
重妻子的决定。 目前， 黄仁英仍在吃
药治疗， 她希望 “双目失明” 这一天
可以晚些到来。 最好是等到自己退休
走下讲台后。

（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公众号）

号称投资光伏电站， 以高额回报
为 诱 饵 ， 短 短 一 个 月 就 非 法 集 资
6000 多万 ， 参与人超过 700 人……
年前，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判决， 被告人华凯因集资诈骗获
刑十四年。

被告人华凯 ， 男， 出生于 1972
年， 北京力中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控
制人。 经审理查明： 2019年 4月份， 被
告人华凯伙同魏某军 、 陈某 、 赵某 、
李某、 祝某共同商议， 由华凯提供北
京力中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力中鸿公司） 的营业执照手续， 出
具委托书， 委托魏某军为北京力中鸿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葫芦岛办事处 （简
称力中鸿葫芦岛办事处） 负责人。

2019 年 5 月 3 日 ， 力中鸿葫芦
岛办事处成立。 同年 5 月 3 日至 6 月
7 日间， 被告人华凯伙同魏某军、 陈
某等人， 编造该公司投资国家光伏工
程项目需要资金等虚假理由， 以高额
回报为诱饵， 通过建手机微信群发送
集资信息、 向集资参与人虚假宣传公
司经营实力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
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

经鉴定， 2019 年 5 月 3 日至 6 月
7 日间， 华凯伙同魏某军、 陈某等人
非 法 吸 收 社 会 公 众 钱 款 共 计
65601201.00 元， 投资人人数 717 人；
案发前返回集资参与人本金及利息共
计 38852124.97 元， 剩余 26749076.03
元被华凯、 魏某军等人以购买豪车、

偿还个人债务、 个
人消费等形式予以
挥霍。

辽宁省葫芦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华凯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伙同他人以高额回
报为诱饵， 使用诈骗方法向社会不特
定对象非法集资， 数额特别巨大， 其
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应依法予以
惩处。

2020 年 12 月 29 日， 法院作出判
决： 被告人华凯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
有期徒刑十四年， 并处罚金 40 万元；
责令华凯与另案处理的魏某军等人共
同返还集资款 26749076.03 元。

（据长沙打非专线）

复原乳是“假牛奶” “没营养”？
并非如此

【传言】 复原乳不是牛奶， 没
有营养。 即便孩子喜欢， 父母也尽
量不要让孩子食用。 这种饮料会对
孩子身体造成伤害。 父母请给孩子
喝正规的牛奶， 而不是用这些牛奶
中的“地沟油” 取代牛奶。

【真相】 复原乳并不是“劣质
产品”， 与牛奶等其他液态乳一样，
都可以提供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素。
复原乳是将被干燥的或者浓缩的乳
制品与水按比例混合均匀后获得的
乳液。 从营养方面来看， 复原乳与
其他液体乳 （巴氏奶、 灭菌奶等）
一样， 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
此外还有少量的维生素等营养成
分。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复原
乳不存在危害健康的问题。

馒头放冰箱超过 3 天会产生黄曲
霉毒素？ 假的

【传言】 最近一则“馒头冰箱
冷藏三天等于吃毒” 的短视频在抖
音等网上热传， 视频表示： 馒头在
冰箱内存放超过三天后会产生黄曲
霉素， 这是一种致癌性很强的毒
素。 这是真的吗？

【真相】 黄曲霉菌生长最适宜
温度为 26℃—28℃， 但正常情况
下， 冰箱温度均远低于 26℃， 这
一环境并不适合黄曲霉菌生长。 事
实上， 馒头的存放时长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操作过程的卫生程度。 只要
没发霉， 吃的时候蒸透就可以了，
只不过口感和味道可能差点。

（据科学辟谣平台）

“阿姨辛苦啦！ 阿姨加油！” 一
个 7 岁的小女孩用甜美的声音， 对为
她做核酸采样的护士表达感谢。 而她
不知道眼前这位 “全副武装”， 只露
出双眼的阿姨正是自己多日未见 、
日思夜想的妈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辽宁沈阳启
动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沈阳市第五人
民医院普外科护士刘沫涵， 是近万名
医务工作者中的一员。 2021 年 1 月 2
日， 她被分配到自己家所在的小区采集
核酸， 这让她特别开心。 连日奋战疫
情， 她已经好多天没看见女儿了。

碰巧的是， 当天中午， 刘沫涵 7
岁的女儿被分配到了她负责的点位。
虽然近在咫尺 ， 但她却没有跟女儿

相认。 “外边排队的居民都在寒风里
冻着， 孩子要是认出我， 一定会哭着
让我抱她， 不能耽误工作。”

尽管隔着护目镜， 刘沫涵尽量掩
饰， 但熟悉的声音和眼神还是让女儿
产生了怀疑。 核酸采集过程中， 女儿
一直用眼神询问妈妈， 刘沫涵始终没

有回应。 采集结束， 女儿恋恋不舍地
跟她说： 谢谢阿姨， 阿姨加油！

刘沫涵当时就哽咽了， 但想到眼
泪一出来， 护目镜就看不清了， 整套
衣服都得换， 她就没舍得哭。

事后， 刘沫涵发了条朋友圈记录
当天的心情： “被自己的女儿叫做阿
姨， 这种感觉有点奇妙。 原谅我当时
不能告诉你我是谁， 我怕你会哭着要
我回家！” 那天下班后， 刘沫涵和女儿
视频时说到当天给她采样的阿姨， 女儿
仍然不确定： “我感觉好像是妈妈，
但我不敢认。” 当刘沫涵告诉女儿自
己就是那位阿姨时， 女儿非常激动：
“妈妈特别伟大， 妈妈好帅呀。”

（据央视新闻公众号）

“只要有一丝光明就不放弃讲台”
当小学老师的她， 6 年来用放大镜改作业

护士给女儿做核酸采样时被叫“阿姨” 却不敢相认

虚构光伏电站项目， 一个月非法集资 6000多万

正在批改作业的黄仁英。

给女儿做核酸采集的刘沫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