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连任竞选团队14日
宣布，今年第一季度为2020年总统选举筹集
到3000多万美元，远超所有民主党竞争对手。

筹款能力强

算上第一季度筹款成绩，特朗普竞选团队现在掌
握4080万美元竞选资金，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创历届
在任总统竞选连任早期之最。

竞选团队经理布拉德·帕斯凯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特朗普“这一阶段的优势远超过先前任何一名竞选连
任的在任总统，只须继续巩固势头”。

特朗普竞选团队说，第一季度平均捐款额为34.26
美元，将近99%的捐款不高于200美元。共和党全国
委员会筹款能力同样强，第一季度进账4580万美元。

在路透社看来，特朗普竞选连任会是一场苦战，但
第一季度筹款结果说明共和党人愿意把钱投给特朗
普。

作为在任总统，特朗普竞选连任有一定的优势，比

如，名字家喻户晓且在共和党内无人匹敌。反观民主
党候选人，竞选资金由十多人瓜分，而民主党全国委员
会处于负债状态，近几个月筹款远少于共和党全国委
员会。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第一季度筹款最多的是佛蒙特
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略超1800万美元；加利福
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和前得克萨斯州联
邦众议员贝托·奥罗克分别以1200万美元和940万美
元位列二、三名。

自己不花钱？

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职后数小时便宣布将竞选连
任。前任民主党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2011年4月才
宣布竞选连任，同年第一季度筹集竞选资金不到200
万美元。

奥巴马后续为竞选连任筹集7200多万美元。特
朗普竞选团队筹款目标是10亿美元。

美联社报道，总统选举互联网筹款大约20多年前

出现以来，共和党一直在这方面落后于民主党。特朗
普成功缩小差距，创造小额捐款者多次捐款这一共和
党从来没有见过的表现。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伦娜·麦克丹尼尔说，特朗
普竞选团队今年已有8天捐款达七位数；自特朗普就
任起，在互联网吸纳100多万名“新人”捐款，其中今年
新加入10万人。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近期着手“扩建”设在弗吉尼亚
州的竞选大本营，将开发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软件程序
（App），打算投入3000万美元维护、扩大特朗普的筹
款对象电子邮件列表。

特朗普2015年宣布参选总统时说“要花自己的
钱，不用说客的钱，不用捐款人的钱。我不在乎钱，我
是真有钱”。只是，这名地产大亨2016年7月获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不堪选战财务压力，决定吸引大额
捐款。

特朗普上次竞选时自掏6600万美元，但这一次竞
选连任迄今“一毛不拔”。多名竞选助理说，不指望特
朗普这次出钱。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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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民：
“誓与密码共存亡”

31年前
大陆首个试管婴儿降生

时光倒回30多年前，甘肃礼县盐官镇的郑桂
珍由于双侧输卵管不通，婚后多年不孕。

虽然已38岁，但郑桂珍还是梦想着当妈妈。
有一天，郑桂珍从广播里听说北京的医院里在做试
管婴儿的研究，能帮助她这种输卵管不通的患者怀
上宝宝。虽然不知道什么叫“试管婴儿”，但郑桂珍
夫妇还是辗转找到北医三院教授张丽珠，决定试一
试。

接诊后，张丽珠提出一个大胆想法：开腹取
卵。当时的条件，现在看来简直不敢想象——

全院只有一根取卵针，针头钝了就拿到钟表铺
磨一磨；没有专业的保温设备，就把存放卵泡液的
试管装在保温杯里；没有培养液，就自己照着方子
配……

即便如此，张丽珠团队依然成功地找到卵子，并
顺利完成体外受精。受精卵开始分裂，张丽珠用一
根特制的塑料管将受精卵植入郑桂珍子宫内。7周
后，胎儿原始心脏有力地搏动，临床妊娠成功。

1988年3月10日，张丽珠成功接生一个小女
婴，这就是我国首例试管婴儿。

开心的郑桂珍，给孩子取名“萌珠”。“萌”取萌
芽之意，“珠”则是取自张丽珠教授的名字，感谢她
赋予孩子生命。

长大成人
大学毕业投身生殖医学

特殊的身份，让郑萌珠得到了更多关注，她的
照片挂在医院里，她的故事被写入教科书……

郑萌珠并没觉得自己特殊，“我和大家一样，也
得吃饭、生活、学习、恋爱、成家，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郑萌珠心里，一直觉得自己对于辅助生殖技
术的发展有一份责任，“上天选择了我，我也得去帮
助其他人。”

郑萌珠大学毕业后，回到北医三院工作，成为
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事病案管理工
作。“整理生殖医学数据，也是在帮助和妈妈情况差
不多的人。”郑萌珠说。

在生殖医学中心，不少患者都心情焦虑，郑萌
珠常常送去安慰；还经常有患者认出她，甚至有患
者会要求挂“郑萌珠”的号……“那些患者是把我当
成了一种坚持下去的希望。”郑萌珠说。

郑萌珠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当初别人帮助了
我们一家，现在我又能再去帮助别人，这也是一种
传承吧。”

生下宝宝
希望孩子健康快乐长大

由于怀孕后期胎位不正，郑萌珠接受了剖宫产
手术。

15日8时34分，郑萌珠成功分娩一名健康婴
儿，这在中国辅助生殖技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孩子身长52厘米，体重3850克。手术室外，
萌珠的妈妈郑桂珍激动得泣不成声。因为萌珠怀
孕后害喜严重，又馋老家的饭菜，郑桂珍几个月前
就从老家来到了北京。

“现在还感觉晕乎乎的，像做梦似的。”老人说，
心里五味杂陈，高兴、感动还混杂着心疼，她不断喃
喃自语，“时间过得真快，萌珠终于也有自己的孩子
了……”

术后回到产科病房后，郑萌珠躺在床上，偏着
头就能看到身侧躺在小床里安睡的宝宝。“好神奇
的感觉，简直没法用语言形容了。她激动地说：“感
觉我好能耐啊！孩子挺白净的，也挺饱满的，看着
这么多人关心她、关注她，我觉得特别幸福。”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经历了怀孕生子，才体会
到我妈当年怀我有多不容易。”郑萌珠告诉记者，妈
妈当年为了生她曾经挨了两刀。一刀是取卵时落
在卵巢上，一刀是剖腹产。

“希望孩子能健康快乐长大，奋斗到哪儿是哪
儿，做个平凡的普通人就好。”郑萌珠说。

胜似亲人
奶奶临终还一眼认出她

郑萌珠的手机里，存着一张经典的照片——穿
着白大褂的张丽珠教授抱着刚出生的郑萌珠，一脸
慈祥。

“很想念奶奶。”郑萌珠一直叫张丽珠奶奶，她
告诉记者，自己小时候虽然在甘肃长大，但一直和
奶奶保持联系，每年她过周岁生日时，都会给奶奶
寄一张照片。偶尔他们一家也会被邀请到北京参
加活动。

奶奶生病后期，人躺在床上，意识已经不是很
清楚。有一次萌珠去探望奶奶，还没走到床前，奶
奶一眼认出了她。郑萌珠一想起这个瞬间，眼圈就
红了。

奶奶离开后，萌珠很长一段时间情绪都不好，
有时哭起来就停不下来，“跟自己的亲人离别，真的
很舍不得……”

提起张丽珠，郑桂珍也流下眼泪：“张丽珠教授
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没有他们就没有萌珠，更不
会有今天的小孙子。张教授是特别善良的人，帮了
我们这么大一件事儿，这些年，却连一个瓜子都没
要过我们的。”

在北京，郑萌珠还有很多“亲人”。15日，当年
见证郑桂珍怀孕生产的医生刘平就守在手术室外。

刘平，也是张丽珠教授的学生，她亲历了萌珠
的降生，也见证了我国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历程。

“我依然记得那时候萌珠的爸妈多么努力地想
要一个孩子。现在他们如愿当上了爷爷奶奶，这对
他们家庭来说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刘平说。

董健民，
女 ，1923 年
出生于河北
省静海县（今
属天津市），
1940年加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46
年，在乘船由
海路经大连赴东北途中，商船遭到国民
党军舰炮击，她和丈夫抱着两岁的孩子
毅然跳海，壮烈牺牲。

在天津市静海区东南部，静静地
坐落着一个叫刘祥庄村的美丽村庄。
这里是董健民烈士的家乡，她在这里
出生、求学，并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9年春，16岁的董健民在她的
叔父、中共地下党员董秋斯的引导下，
与两个姐姐一起渡海南下，辗转参加
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

1941年，董健民调到中共中央社
会部机要科任机要员。1942年，她和
在机要科一起工作、志同道合的亲密
战友、共产党员钟琪结婚。在喜庆的
日子里，他俩发誓，为了千百万人能够
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宁
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决不能泄露党
的机密，“誓与密码共存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健民
和钟琪夫妇被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局工
作。1946年，他们带着刚刚两岁的孩
子，化装乘船由海路经大连赴东北。当
他们乘坐的商船驶进渤海水域时，由于
叛徒告密，遭到国民党军舰拦截，炮弹
击中了他们乘坐的商船，穷凶极恶的国
民党军警要登船检查、搜捕共产党员。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董健民、钟
琪夫妇冷静地分析了险恶处境，迅速
作出了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
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
他们把携带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一
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毅然跳进了波
涛滚滚的大海，壮烈牺牲。董健民牺
牲时年仅23岁。

今年68岁的董治海是董健民的
侄子，他称董健民为三姑。“三姑牺牲
时我还没出生，但她的事迹长辈们经
常和我们提起，她是我们家的骄傲。”
董治海说。 据新华社

31年前的“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二代宝宝”出生，证实我
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安全性

昨天当了妈

31年前，郑萌珠的出生，开启了我国辅助生
殖技术的新征程。

此后，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又诞生了首例
配子输卵管移植试管婴儿、冻融胚胎试管婴儿。
2006年，国内首例三冻（冻卵、冻精子、冻胚胎）试
管婴儿在北医三院出生。2014 年，世界首例
MALBAC宝宝也在北医三院诞生。这标志着我国
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试管婴儿二代宝宝”的出生，则证实了我国
辅助生殖技术的安全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医三院院长乔杰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每年新出生的孩子里，利用
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已经占到出生人口的
1%至2%，试管婴儿的下一代是否健康，是否能够
正常的怀孕、分娩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所
以，萌珠的健康分娩对中华民族和辅助生殖技术
的安全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意义。萌珠的宝
宝健康出生，打消了一些人对于试管婴儿的顾虑。

她介绍，目前我国的辅助生殖技术除了帮不
孕的女性患者之外，同时还能帮助到一些男性，过
去认为没有这个生殖能力的男性，现在只要能有
精子，不管多少，只要是没有遗传病的情况下都能
解决。对于有遗传病的情况，我们现有技术也能
够通过筛选，阻断遗传病在家庭的传播。

如今，各地生殖医学中心纷纷成立，辅助生殖
技术推广至全国范围。从解决“生不出”难题，到
致力于化解“生不好”的困扰，我国现代辅助生殖
技术不断升级换代。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试管婴儿数量逾20万例
次，成为世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第一大国。

据新华网客户端、北京日报客户端

“生了，男孩！”
4月15日早上8时34分，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一声婴儿啼哭，一个小生
命降生了。他的妈妈，是我国大陆首
例试管婴儿郑萌珠。他也是我国大陆
首个“试管婴儿二代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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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新修订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近日，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
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自2019年5月15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务公开
工作。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条
例对于推进我国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
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促进政府职能转
变、建设法治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
发展，条例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有必要修改完善。

此次对条例的修订，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的精神，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既在
公开数量上有所提升，也在公开质量
上有所优化；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
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体现近年来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新进展、新成果，解
决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条例修订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
例外，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不断
扩大主动公开。二是完善依申请公开
程序，切实保障申请人及相关各方的
合法权益，同时对少数申请人不当行
使申请权，影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正
常开展的行为作出必要规范。三是强
化便民服务要求，通过加强信息化手
段的运用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实效，切
实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济南一制药公司发生事故
导致10人死亡

记者从济南市相关部门获悉，齐
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冻干车间地
下室在管道改造过程中发生事故，截
至目前共导致10人死亡。

15日15时37分，齐鲁天和惠世制
药有限公司冻干车间地下室，在管道改
造过程中，因电焊火花引燃低温传热介
质产生烟雾，致使现场作业的10名工
作人员中8人当场窒息死亡，其余2名
工作人员在抢救过程中死亡。另有12
名救援人员受呛伤，无生命危险。

据通报，经环保部门检测，对周边
环境未形成影响。目前事故正在进一
步调查处置中。 据新华社

吉林市委原书记赵静波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新华社长春4月15日电 记者15
日从吉林省纪委监委了解到，吉林省
政府办公厅巡视员、吉林省政府原副
秘书长、吉林市委原书记赵静波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一季度“吸金”3000多万美元远超竞选对手

特朗普竞选连任“钱”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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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辅助生殖技术
居世界领先水平

4月15日，郑萌珠诞下一名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