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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救孕妇顺产 受伤民警称
“
值了”
今年3月何宏良被精神病肇事者用木棍刺伤 左眼晶状体破裂 如今孕妇已平安产子
4 月 16 日，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那
隆镇派出所民警何宏良将在北京同仁
医院， 对被刺伤的左眼进行手术后的
复检。
3 月 17 日上午，在执行任务的过
程中，何宏良用盾牌保护一名孕妇，因
此被精神病肇事者赵某用木棍刺伤左
眼，经过各地医院的治疗和两次手术，
左眼只能看到一点光亮。目前，该孕妇
已平安产下一名男婴， 其丈夫赵某弟
告知记者， 当天距离孕妇生产期只有
5 天，倘若没有何宏良的保护，后果将
不堪设想。 何宏良听闻这个消息后倍
感欣慰，“
我受了伤，但值得”。

用盾牌挡住孕妇 自己受伤
3 月 17 日上午，广西崇左市江州
分局那隆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 崇左
市那隆镇岜王村上旦屯的赵某精神病
发作，用木棍和砖头打砸家属和路人。
接到任务的民警何宏良、 教导员邓晓
光及辅警立刻前往。 到达精神病肇事
者赵某家门前时， 何宏良发现精神病
肇事者赵某手持两米多长的木棍，正
朝人群挥舞，人群中还包括一名孕妇。
正当赵某用木棍刺向孕妇时， 何宏良
用原本护在自己身前的盾牌护住孕
妇， 将自己的危险区域全部暴露在赵
某可攻击范围内， 而后被赵某手持的
木棍刺伤了左眼。
在控制住肇事者赵某后， 教导员
邓晓光与其他民警将何宏良送往那隆

镇医院。由于治疗条件不足，何宏良经
过广西南宁市医科大医院手术后，来
到北京同仁医院，继续进行手术治疗。
何宏良遭木棍刺伤后， 左眼晶状体破
碎、视网膜脱落。 医生说，能保住眼球
已是万幸。

母子平安 民警称很欣慰
精神病肇事者赵某是该孕妇丈夫
的二叔， 如今该孕妇已平安产下一名
男婴。其丈夫赵某弟向记者透露，当时
孕妇距离生产期只有 5 日，一旦遭到
攻击，后果将不可想象。
事发突然， 孕妇面对刺向自己的
木棍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其丈夫赵某
弟也愣在原地，“多亏民警反应迅速，
瞬间护住了她。”赵某弟回忆起当日惊
险时分，对何宏良充满感激。
何宏良告诉记者， 在被送往医院
的途中， 也曾经担心以后是否再也无
法恢复视力， 但得知被保护的孕妇顺
利生产的消息，何宏良觉得非常欣慰。
“
能保护这名孕妇和群众的安全，受这
点伤我感觉很值得。”何宏良没有因为
自己的奋不顾身而感到一丝后悔。

望眼睛尽快恢复 继续工作
“
我的父亲也是警察，他为我感到
骄傲。 ”何宏良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耳濡目染之下， 何宏良从小就有成为
一名警察的念头。高中毕业后，何宏良

受伤民警何宏良的父亲（左）鼓励儿子

没有经过太多考虑， 便决定进入警校
学习。2014 年，何宏良正式加入警队，
成为一名特警。2016 年 12 月，他进入
崇左市江州那隆派出所， 成为那隆派
出所民警的一员。 何宏良既负责内勤
任务，又兼顾外勤出警任务。
在教导员邓晓光的眼里， 何宏良
是一名表现积极、勤勤恳恳的民警，在
危险面前，为保护群众，从不把自己的
个人安危放在第一位，“无论多么危
险，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何宏良将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的朴素情感化作实际行动融入挚爱

的公安事业， 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
量。 ”那隆派出所所长邓波说。 即便如
今因伤卧床，何宏良仍坚定地说：“我
希望尽快康复出院，回派出所继续做
好工作。 ”
何宏良表示， 加入警察这个行
列， 就要有时时刻刻面对危险的准
备。 面对五月份即将生产的妻子，何
宏良受伤之后一直劝慰她，不要因为
自己的伤病而难过。 被问及是否继续
从事警察的职业， 何宏良表示肯定，
“
希望自己的眼睛能尽快恢复，继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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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服务。 ”

驴友坠亡 救援队5小时抬下山
“
你可回来了， 到底为什么会出这
样的事儿呀？”亲人撕心裂肺的哭喊，终
究无法挽回眼前这名登山者的生命。
4 月 13 日上午，北京房山蓝天救
援队接到求援电话称保定的一名驴友
来十渡爬山，一夜未归，而且电话联系
不上，家属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带
人来到十渡寻找， 后来在山下找到了
驴友驾驶的汽车。 救援队陈队长带着
20 名队员，和先前赶到的十渡派出所
民警、 上方山消防中队消防员等一起
在山上展开搜索。
“下着雨，道路湿滑，而且峭壁很
多，实在难走。”陈队长说，有的悬崖坡
度达到了 70 多度， 需要借助绳子才
能爬上去。 13 时许，其中一组队员终
于发现了失联的驴友。“在现场看起来

像是踩空或者滑倒， 初步判断是坠崖
身亡。 ”陈队长说，
找到坠崖驴友之后， 如何下山成
了摆在大家面前的难题。“无论多难，
我们也得将人带到山下， 不能将他遗
留在荒野。 ”陈队长说。
于是，队员们使用担架，将坠崖者
捆扎在担架上，大家轮流抬着，一点一
点往下面移动。 晚上 6 时 30 分许，经
过多个悬崖险沟之后，终于将这名 40
岁左右的男子成功抬到山下。
“成立房山蓝天救援队以来，经历
了太多的生离死别， 听不了亲人声嘶
力竭的哭喊， 看不了亲人无助的眼
泪。 ”救援队陈队长说，这是自己近几
年最难忘的一次救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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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队陈队长带着 20 名队员与消防官兵一起展开搜索

理财直通车
震荡行情布局中长期投资

今年以来A股呈震荡状态，投资者风险偏好
持续下降。 在此背景下，灵活配置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受到投资者关注。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
2日，年内已有14只灵活配置型定开基金相继发
行成立，募集总份额超过130亿元，超越去年同
期水平。 据悉，长信企业精选两年定开混合将于
4月16日发行，投资者可通过光大银行、招商银
行、平安银行及长信基金直销等渠道进行认购！
长信企业精选两年定开混合拟任基金经理
为叶松，其拥有11年从业经验，现任权益投资部
总监。 任职基金经理后， 始终崇尚逆向投资策
略，投资触角覆盖各个行业，灵活捕捉多样化的
投资机会。
工银瑞信前沿医疗入选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

近日， 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公布了今年
首次成份基金调整结果，7只主动权益类基金凭
借出色表现从近3000只股、混基金中脱颖而出，
成功进入指数基金池。 工银瑞信前沿医疗股票
基金凭借持续领先的投资业绩， 同时入选中证

工银股混基金指数和中证工银配置基金指数，
也成为这两只基金指数51只成份基金中唯一的
一只医药主题基金。
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系列是由工商银行
和中证指数公司合作开发的国内首款银行定制
基金指数，于去年7月发布。
养老目标基金有权益资产投资管理优势

养老目标基金是以养老为投资目标的公募
基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就是我们每月缴纳的社
保）、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等一起构成了我
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养老目标基金具有权益资产投资管理优势。
养老产品的本质，都是在退休前以强制储蓄的形
式积累本金，通过投资争取保值增值。 要想提高
最终收入，有两个途径：积攒更多的资金或提高
投资收益。 股票资产风险虽然大，但从长期来看，
其收益率远远高于风险较小的债券等资产。 银河
数据显示，从首只开放式基金诞生起截至2017年
年底，偏股型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为16.5%，高出
同期上证综指平均涨幅10.5个百分点，也远高于

同期债券型基金平均7.2%的年化收益率。
东方基金固收实力位居行业前十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第一季度，A股走势
跌宕起伏，市场风格频繁转化，受A股和海外市
场震荡行情影响， 权益类基金业绩普遍表现不
佳，而债券市场一扫去年阴霾，成为所有基金类
型中收益最高的品种， 基金公司的固收投研实
力也再次获得市场的关注。 据悉，根据海通证券
4月4日发布的 《基金公司权益及固定收益类资
产超额收益排行榜》显示，始终以固收业务作为
核心业务之一的东方基金， 旗下固收产品在一
季度整体表现优秀，在可比的100多家基金公司
中位居前十名，为投资者奉献了稳稳的回报。
嘉实基金加入 UN PRI
日前， 嘉实基金宣布正式加入联合国支持
的 负 责 任 投 资 原 则 （The United Nations-supporte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UN PRI”），成为首批签署该
原则践行ESG投资理念的中国公募基金管理公
司之一。UN PRI由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

生于2006年牵头发起， 旨在帮助投资者理解环
境（Environment）、社会（Society）和公司治理
ESG”）对投资价
（Governance ）等要素（简称“
值的影响， 并支持各签署机构将这些要素融入
投资战略、决策及积极所有权中。
天弘基金瞄准全球资产配置机遇

近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
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表示：随着
中国开放度进一步扩大， 中国百姓和机构可以
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资产。
近年来一些独具发展眼光、 实力强大的金
融机构已经着眼于国际化发展之路， 将目光投
向全球资本市场。 如具有行业领先创新力的天
弘基金， 继2015年代理国内首批北上互认基金
之一的行健宏扬中国后， 近期又联合东亚联丰
投资推出第二只互认基金——
—东亚联丰亚洲债
ABC”）。 该基金主要投资
券及货币基金（简称“
于由亚洲政府或企业实体发行的债券组合，为
内地投资者投资亚洲美元债、 丰富资产配置品
种再添新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