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证为!新锐作家"媒体人#的罗勇
全!"日在腾讯微博爆料$称一位罗先生
#月!$日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过安检
时$被告知不能带打火机$他又不忍丢
弃朋友送的%&''(打火机$安检就告诉他
可通过机场快递寄回%罗先生到了机场
快递处$却发现快递的起价高达)*+元$

但为了赶时间$他也只好勉强接受% 但
意外的是$罗先生两天后在福州收到快
递$ 发现快递单上标明的送货机构是
!宅急送#$快递费仅仅)"元% 他想知道
其中的)#,元差价哪去了&

记者在当事人罗先生的微博配图
中看到$一张!机场速递#的快递单上显
示$一个打火机的快递费确实是)*+元$

而另一张!宅急送#的快递单上$标明从
深圳!机场速递#接货一个打火机$寄往
福州$快递费是)"元%

,"日下午$记者致电深圳宝安国际
机场!机场速递#方面$却被多次推诿$

负责人始终不接电话% 而据一位!机场
速递#的工作人员证实$!机场速递#*公
斤以内物品都是收费)*+元% 至于中间
存在的差价$工作人员称'!差价的存在
是正常的嘛((#

记者随后致电宅急送方面$答复称
宅急送的收费是全国统一价$到机场接
收!机场速递#方面的货物和接收普通
市民的货物$都是一个价格% 宅急送和
机场没有相关的分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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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一场花费近十万元的宋"明
代成人礼仪式在杭州吴山某素斋馆内
举行%,-日名叫小雨)

!"

*的杭州女孩
刚好)"岁生日$由于父母都对中国古代
文化感兴趣$所以特地为女儿举办了这
场具有中国传统风俗的成人礼$此事在
当地以及网上也引起了广泛争议%

记者在事后公布的视频中看到$

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少女身穿汉服$披
笄服披风$ 一头的长发由发髻给盘了
起来$之后再是一系列的礼节$包括叩
拜"揖谢等% 据记者了解小雨是特地从
美国纽约的大学赶回国的$ 以这种特
殊的方式庆祝自己成人%

事后此事引发了广泛争议%某报记
者傅万夫认为$ 对古代文化的理解$不
是花点钱"布点场景"举办个成人礼就
能够感受其中的文化内涵与韵味的%

而已为人母的"+后网友迷失的胖
子认为时代在进步$ 有远见的家长让
孩子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上$ 通过切
身感受他们热爱的传统文化来获取更
多感悟和思索$这钱花得值%

网友./0&123(说$ 中国传统文化的
回归$支持% 就是贵了点$能便宜点就
最好了$这样可以普世流传了%

许多网友认为当今中国的孩子确
实迫切需要回归一些传统文化$ 但方
式有待商榷% 成人礼为何一定要和花
费多少联系在一起$ 这样很容易成为
流于形式的过场%

网友珊瑚小姐说$ 花十万办成人
礼$ 不如给女儿花十万让她亲手帮助
希望小学的孩子来得有意义%

而一些已经成年的4+后则提倡多
重形式的成人礼$ 比如网友鸵鸟哈哈
的)"岁成人礼就是去省血液中心献
血$ 杭州师范大学郑洁同学则是选择
加入青年志愿协会的这样的公益组织
来纪念自己已经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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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小小一个活动在网上
有如此大的效应呢&原来$大家都
想看看$最不浪漫的物理学生$会
写出怎样浪漫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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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学物理的
学生大概是最不懂浪漫的%+生活大
爆炸,中的谢耳朵$已经成了人们对
物理学生的印象$智商高"不懂浪
漫"整天跟各种物理理论打交道$似
乎与浪漫没有关系%然而$就是这些
最不浪漫的物理学生$却创造出了
非常多的浪漫情书%

三行字$一封情书%进入微时
代之后$ 年轻人喜欢用简练精致
的三行语言来进行告白$ 爱情亦
如此%爱情既要言简意赅地告白$

也要快速精准地表达$三行情书$

让人惊叹$原来浪漫可以很简单%

北大物理学院学生会的小纪
对记者说$ 经过了三个礼拜的征

稿$ 已经接收到各路高手的几百
封投稿$ 大家的热情参与令人感
动$ 之后$ 经过学生会的初步精
选$选出了情书大赛单项奖提名%

在这里面$ 足以让人欣赏到
各种美好的情书%其中有最佳!诺
贝尔奖#$被网友称之为浪漫学术
版$在这部分情书中$蕴藏着极其
丰富的专业术语%例如'听说整个
世界都在宇宙膨胀中背我而去$

我倒是相信有一天它会收缩$顺
便$把你带到我身边%

其次$最佳!杯具#提名$最佳
!杯具#不是说写得不好$而是感
情比较凄凉$或是暗恋$或是回忆
曾经$或者是各种失恋等% 如'黄
昏$此生最美丽的风景-欣喜把你
拉来$晚霞却已落尽-正如我们$

轰轰烈烈的曾经%

此外还有最佳非主流奖"最佳
琼瑶奖"最佳古风奖"最佳文艺奖
以及最受欢迎奖等各个奖项% !曲
江之岸$未央之畔$你把柳枝弯成

一段情缘$带我回到梦中的长安% #

唯美意境令人叹服% !是谁$吹皱我
心底的一池春水$不是春风$是你
微笑的甜美% #这些情书虽简短却
有力量$给人全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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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情书大赛$ 引来众网友
的围观%网友说$理科生中隐藏的
文艺青年$这些情书精辟$写得真
好$人才辈出啊%!诺诺说好的#围
观这些北大物理学院的三行情书
大赛$ 有一点体会非常深$ 那就
是$ 技术宅男文艺起来真是令人
颤抖$ 字里行间一个个学术型诗
人跃然纸上%

爱一个人$ 其实可以只用三
行字来表达% 如一位网友所说'

!最真挚的情感$原本就不需要过
多华丽的语言来描述$简单至极$

也许就是真到了心底%爱$其实可
以如此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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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份名为+女生最喜欢嫁的
高校男生排行榜,在网上蹿红$专家分
析$排名相对靠谱$尤其是评选条件$

完全符合现代女性的婚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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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网帖中$ 工科男备受推崇$推
翻了以往的!不解风情"木讷无趣"只
知钻研#的印象$而是被赋予了!出轨
概率低#的好评价%

在女生最想嫁的高校男生排行榜
中$ 共有十七所学校的代表学科被提
及% 前六名中$除了第四名的北大文科
男外$其余均是工科男$以清华工科男
领衔$ 排名最后的是中戏和北电的艺
术生%

记者发现$ 整个榜单涉及五个工
科$四个理科$三个文科$还有医学金
融法律以及艺术类% 排名根据外貌"浪
漫"养家"出轨"综合共五个方面进行

评分%

榜单引来网友热议$不少人都表示
支持% 清华大学招办主任于涵也发表
评论'!清华工科男$口碑不一般$可爱
又可靠$还不把手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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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
教授兰林友表示$ 这份榜单折射了现
实生活中许多女性的婚恋观% 工科学
生和社会需求的关联度比较高$ 就业
的机会相对多% 而清华工科的筛选机
制"未来职业去向等$已经占据了社会
的好位置$ 成为女生最想嫁的高校男
也正常%

资深情感专家周小鹏认为$该榜单
体现的不是恋爱观$而是婚姻观$贴合
女性的现实想法% 在目前的婚恋市场
中$工科男由于养家指数高"出轨指数
低$也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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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吻到你夕死可矣

连续几日$很多网民都在微博上
热辣辣地随着一个中学生的举动而
不住地感慨"感动'正值高考冲刺阶
段$湖北省襄阳市襄阳一中高三学生
张文驰选择赴京捐献造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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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素不相识的白血
病患者的生命%

无数的网民都在微博上发帖追
踪% 知名网友"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
明在微博里说'!多年来$我看了那么
多 考前后的人和事$也唯此让我心
跳$灵魂都跟着颤了下% #网友!根本
不输#说$高三学生为挽救患者生命$

主动放弃高考的准备时间$千里迢迢
来到北京$奉献爱心%真了不起.甚至
有网友评论$!时代楷模张文驰$人性
的高考你得了满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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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比高考更重要$救人的事没
什么好犹豫的%#张文驰的这句话被无
数网友转发% !月"#日$在海军总医院
的病房里$ 记者见到这位勇敢而无私
的少年$ 他依旧是那句话'!如果因为
备考而耽误患者治疗$我会后悔% #

目前$从张文驰身上采集到的$%

毫升造血干细胞已经在第一时间送
到了空军总医院%

记者采访了解到$张文驰&''!年
出生$"%&&年(月$张文驰参加义务献
血$并志愿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

%当年
&%月$在&(%余万份数据检索中$张文
驰与福建一名(岁白血病患者配型成

功$他当即确认捐献意愿%

"%&"年"月初$ 中华骨髓库湖北
分库管理中心电话通知张文驰$捐髓
时间定在!月下旬% 因为对于病人而
言$!!月份是最佳时机$ 如果错过这
个时机$患者病情可能恶化#% 但是$

在紧张的备战高考面前$张文驰果断
地选择了先救人$是因为他觉得!功
课落下可以补$生命只有一次#%

今年将是张文驰第二次参加高
考$去年他因为生病影响发挥$最终
选择复读%陪伴张文驰来京的还有学
校副校长张跃军和英语老师$!因为
我英语比较弱#%

然而$高考毕竟还是竞争异常激
烈的!独木桥#% !高考是我现阶段的
主要目标$说不担心那是骗你的%#他

说$!我有把握能弥补这一个星期落
下的功课%我要把捐献造血干细胞救
人和高考这两件事都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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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洪俊
岭说$张文驰是全国第")%%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是中国年龄最小的捐献
者$也是全国首个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高中生% 目前$中华骨髓库库容量虽
然已经达到&(*万份$ 但造血干细胞
供需间仍存在巨大差距%

张文驰说$!其实我没有做什么
事情$都是骨髓库"医院在忙碌%如果
大家真心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有意义
的话$ 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挽
救更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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