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来了，穿着一件邋遢
的工作服，吊儿郎当地叼着
一枝烟，滑稽万分地斜戴着
一顶安全帽，他还扛着一把
寒闪闪的斧头。 她警惕地看
着他，从他走进森林的那一
刻开始，她就讨厌他……她
是一名医生，肩负崇高的使
命，森林里的动物植物那么
喜欢她那么相信她。

他在森林里四处张望，
似乎在寻求目标，树们意识
到灾难即将降临，吓得哆嗦发抖，再也没有先前的那份
惬意与悠然。忽然，他竟然用力挥舞着斧头劈向一棵参
天大树，手无寸铁地大树万般无奈地发出一声哀嚎，正
屏住呼吸观望的她愤怒了， 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奋
不顾身地奔向他，她使尽全力在他头顶上狠狠地啄，一
边啄一边说：“这段‘木头’里一定有虫子……”

看到这幅漫画， 我不禁为作者奇特的构思拍案叫
绝。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森林覆盖率由以前的
71.52%下降到 38.21%，也就是说全球人均森林面积和
人均森林蓄积在迅速下降。若这样下去，我们人类很快
就会生活在一个与大自然无法和平相处且水深火热的
世界。

他真的是贪婪的人类吗？ 不，他不是一般的人类，
他才是一条真正的“虫”，是为了蝇头小利而乱砍伐树
木的“无知虫”；是为了自己赚钱不顾地球环境的“自私
虫”；更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不管他人死活的“贪婪虫”
……这一切， 都反映出他们脑袋里的各种各样形形色
色的“虫”。 这些虫子，犹如一个不可理喻的精神病患
者，经常会不分场合地发作；这些虫子，心里只有钞票
与欲望，他们不顾子孙的以后，不顾人类的未来而大肆
砍伐树木；这些虫子，没有愧意不会内疚，他们的良心
早就被利益与贪欲腐蚀。

可是，如果没有了树木与森林，人类会过得怎样？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沙漠化的世界， 还是一个绿树成
荫的地球上？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充满噪音的世界，还
是一个清静和谐的地球上？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黄沙
漫天，连出门都要戴口罩的世界，还是一个空气清新鸟
语花香的地球上？

只要这些虫子不彻底被清除， 地球妈妈就会被毁
灭，我们的将来就不会美好。你会像啄木鸟那样爱护我
们的家园吗？

指导老师：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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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首先，让我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班的班长吧！ 总体情况
是，阴盛阳衰———“领导”是个女生！她的优点
多多，但也囧事不断。

记得有一天老师让我们写周记， 有同学
写的是班长黄柽钰， 背地里却叫她“黄木怪
钰”。不过，一般人是不敢这么叫，她可是有些
威望的哦！我们班的同学比较调皮，黄柽钰就
叫：“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可是同学们声音
太大了，她压不住。 老师进来了，让大家回到
自己的座位上，声音还是停不下来，倒有同学
恶人先告状———“黄柽钰没回到自己的座位
上呀！ ”可把她气坏了！

这不，黄柽钰来了，一到座位旁就嚷：“往
前一点！ ”边说边把桌子往前拱，前面的同学
也毫不示弱，接着就往后退，就这么来回地折
腾了好几个回合， 旁边的同学大叫：“班长大人， 你该减肥
了！ ”黄柽钰不动了，脸“嗖”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 哎，谁叫
她那么胖，需要占地那么多呢！ 看见班长不作声了，前面的
同学过意不去，伸了伸舌头只好又帮忙腾些地方给她。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黄柽钰竟然与同桌打起来
了，而且是上课时间，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同桌曾生文
抢了她的笔， 曾生文竟然那么大的胆子， 敢在太岁头上动
土！这下可惨了，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了，有喊加油的，有帮
班长的，也有幸灾乐祸的……最后两人不分胜负，都被老师
臭骂了一顿， 这下可让那些平时被班长批评的调皮鬼看了
笑话。大家都说她班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她要管别人可就难
喽！

看来，当个班长作为“公众人物”也不容易呢 ！呵呵，幸
亏我没有当，如果让我当，我还不知道要出多少囧事呢！

指导老师：吴朝霞

“虫”
长沙理工大学附小六（二）班 文问

作文同题 “ 班 长 事 ”
每个人的校园生活都有班长相伴。 他们或帅气或靓丽，或是振臂高呼，或是循循

善诱，总是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然而总有几个小淘气、机灵鬼“辅导”他们的成长，
之间发生尴尬、可笑、无奈、困惑的故事，总在每个人校园生活的记忆深处，回想起来
依然相当有趣，由此悟出些人生成长的道理。 来吧，晒一晒你与班长之间的故事。
稿件传（寄）送地址：kjxb160@163.com

今天是班长的生日，
我送他一辆单车，这“货”
小巧玲珑，听说骑起来的
速度非常快。 它身上披着
黄色的衣裳，就像一位可爱的小姑娘，
十分漂亮。 班长一摸到它就爱不释手，
跃跃欲试。

于是， 我带他来到贺龙广场学习
骑单车。

我叫班长坐上去，手扶着把手。 可
他不敢坐，我赶紧鼓励：“胆子放大点，
不要怕，我在后面扶着你呢！ ”见我两
手把后架子扶得稳稳的，他才慢慢地、
心惊胆战地跨上了单车。 即使如此，他
还是不放心， 回头紧张地看着我说：

“你千万不要松手啊。”“好的！好的!”我
大声地回答。

他这才把脚放在了踏板上， 挺着

腰杆往前骑， 我抓着后面的架子跟着
跑。 车龙头却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子,总
是不听使唤，一会自动向左，一会自动
向右，害得班长差点摔了下来。 突然前
面冒出一个人，说时迟，那时快，“宇锞
……”还没有等他喊出来，我就赶紧上
前按住刹车， 车子差一点就撞到那个
人的身上去了， 吓得他冒出了一身冷
汗。

于是， 我们就找一块没有人的地
方，然后把单车摆正，班长又小心翼翼
地跨了上去， 可还是提心吊胆地不敢
骑太快！ 可能太过于紧张，他突然就满
头的汗,颤抖地捏着车把手。 我看到他

的样子都忍不住笑了，
轻轻地说：“放松一点，
越在意就越骑不好。 ”
他似乎释然了，欢快地
在空中踩圆圈。一不留

神，我猛地松开了手，他就像没有放稳
的瓶子一样摔倒下来， 膝盖都磨出血
来了。我心疼地说：“不要紧吧？你先休
息一下，不要骑了！ ”可他却不依不饶。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刻苦练习， 不用
我搀扶， 他已经能够自由、 轻松地骑
了。 他一会儿骑得飞快，仿佛小鸟在跟
我赛跑；一会儿骑得慢悠悠的，仿佛在
跟地上小草对话。 我在一旁也开心地
笑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只要持
之以恒地不断练习，你就会成功！

指导老师:解新辉 蒋利平

他 和 单 车 有 个 约 会
长沙市仰天湖小学四乙班 田宇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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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志凯是一名越南难民，他在墨尔本
生活了 11年，一直以来，他都以做一些简
单的电工来维持生计，微薄的收入使得阮
志凯的生活过得相当拮据，可他却极有兴
致的养了一只宠物与他相依为命。 也许，
你们谁也想不到，这只被阮志凯亲切地称
作“阿巴”的宠物居然是一只绵羊，而阮志
凯整整养了它 11 年，并视它为“好朋友”
和亲密无间的“伙伴”。

阮志凯和阿巴的缘分始于他刚来到
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他穷困潦倒，一个
好心的农场主收留了他，在农场里照顾牲
畜。 有一天，农场里一头绵羊难产，连兽
医都无计可施， 但阮志凯却始终没有放
弃，他走到母绵羊身旁，蹲在地上轻轻地
抚摸它的肚子，耐心地安慰它，给它鼓励。
最后，绵羊妈妈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小
绵羊生了下来，亲眼看到它站起来后，自
己却永远的闭上了眼睛，那头母绵羊就是
阿巴的“母亲”。

自从阿巴出生以后，阮志凯对它特别
的照顾，小绵羊也渐渐茁壮成长。 后来，
农场主因为经营不善把农场卖了，拖欠多
月的工资发不出，他便把阿巴当做酬劳送
给了阮志凯。 从那以后，一个流浪汉和一
头绵羊就这样在一起生活。

而前不久，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阮

志凯的宠物绵
羊给他惹来了
麻烦。 原来，阮
志凯因为在不
足半公顷的土
地 上 饲 养 牲
畜， 违背了澳
大利亚对动物
养殖的相关法
律， 被澳洲政
府 要 求 罚 款
220 澳币，并且
勒令他交出饲
养了 11 年的
宠物绵羊。

这对阮志
凯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几天之后，他去
银行借了一些钱，找到墨尔本著名的律师
辛普森，一纸诉讼，把政府告上了法庭，要
求政府取消交出阿巴的决定。

为一只绵羊状告政府， 并要求
更改法律， 事情在澳大利亚引起巨
大的争议， 支持者认为阿巴虽然是
绵羊，但于阮志凯是一只宠物，不应
该用牲畜养殖法则来管束， 反对者
则认为绵羊就是绵羊， 不能因为人
的情感而影响动物的福利。 一时之
间沸沸扬扬，各种媒体也组织辩论，
是非难定。

律师辛普森在维州高等法院上
称，政府的动物法表述不明晰、互相
矛盾而且与当局的规划方案不一
致。 虽然市议会称其法律将绵羊归
类为牲畜， 但是按照规划方案却可
以被划分为宠物。而本案件中，阮志
凯虽然没有给予绵羊应有的住宅福
利，却把阿巴当成了朋友和家人，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让绵羊快乐， 辛普
森在法庭上慷慨陈辞， 不能剥夺穷
人饲养宠物的权利。

阮志凯和市议会的法律团队加
起来的费用已经达到 13 万，但他却

称这是值得的，因为他无法想象失去阿巴
会怎样。 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就像家人一样，无法接受掠夺的现实，他
竭尽一切所能去保护阿巴。“因为我穷，
我无法将我的绵羊安置到其他地方。 我
没有农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间房子和
我的工作场。”他无奈地对法官说。他只是
希望能够争取让地方市议会允许他将深
爱的宠物绵羊留在自己的郊区房子里。

经过几次申诉，高等法院最终判决，
政府不能带走绵羊，阿巴依然可以继续和
阮志凯生活在一起。 一个月后，议会修改
了动物养殖法案中的一个细节，当人们把
一种普通牲畜当作宠物养殖的时候，不再
适用于牲畜养殖的相关规定。

为一只绵羊，不惜举债打一场官司，
因为阮志凯心底对阿巴的热爱。 而政府
为一只绵羊大费周章修改法律，体现出对
人的尊重。在人们的心目中，双方的行为，
都是值得肯定的胜利。

果实智慧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为一只绵羊修改法律
罗强

肋骨骨折的准确影像学诊断，在工伤、伤残鉴
定及经济赔偿方面有重要法医学意义。 在国内大
部分医院 ，针对胸部创伤患者的检查 ，首选简便 、
快速、经济的 X 线设备进行检查。 人体肋骨呈细
长弓状的扁骨，自后上斜行向前下，前方有肋软骨
与胸骨相连。 由于这个解剖特点，在 X 线的重叠、
二维图像上漏诊 、误诊并不少见 ，由此 ，带来很多
医患矛盾及医疗纠纷， 进行法医伤情及伤残等级
鉴定时，肋骨骨折的数量也是一项重要指标。国内
部分学者报道漏诊误诊率达 14%到 21.1%。 CT 三
维成建是一个非创伤性的诊断技术， 利用多层螺
旋 CT 扫描速度快、 无间断容积扫描的优点在短
时间内完成一次性数据采集， 利用后处理软件重
组出高质量的二维图像， 可全面地显示骨折的断
裂信息，包括骨折线的走形与移位，对发现轻微或
隐性骨折有很大帮助 ，显著降低了漏诊 、误诊率 。
因此， 胸部外伤行 CT 三维成建在治疗方案的选
择及伤残鉴定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胸部外伤肋骨骨折与胸部 CT三维成建
长沙市中心医院 张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