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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广东省"东莞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领导一行来到东莞东城君
豪商业中心!慰问早前因为阻止扒窃
遭遇群殴的巴西男子$%&'(!并为其
颁发了见义勇为证书以及累计五万
元的奖金#

广东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
朱明健说!$%&'(作为一名外籍人士
在东莞办了这样一件事! 是好样的!

不但是东莞人民的骄傲!也是巴西人
民的骄傲$

对这评价!$%&'(感到有些意外!

他谦逊地表示!这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
的事!正常人都会这么做!%我并不是一
个特别高尚的人!我碰到这种事情会去
阻止!是因为我也是有家庭的人!我也
有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妹妹$ &

$%&'(对案发当晚及时赶到的
警察表示感谢$$%&'(说!%我只是一
个普通人!东莞那么多的关心和关爱
让我感动$ 我已经把这当成家!接下
来我还会把我女朋友接过来一起生
活$&对于)万元奖金!$%&'(直言%太
多太多了&!%我做这些并不是为了
钱!而是为了内心的爱&$

据悉!$%&'(是东莞目前唯一获
见义勇为表彰的外籍人士$$%&'(表
示'%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高尚的人!可
我碰到这种事情一定会去阻止!因为
我也是有家庭的人!我也有一个需要
被保护的妹妹$ 我的妹妹才!*岁!如
果她遇到了这样的困难!我也希望有
人帮助她$ 那么!在此之前!我应该先
帮别人$ &

"#$%&'(#)*($

近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出台规定'禁止学生情侣在公共学
习场所%勾肩搭背&$

该规定出台于+月,-日$ #日下
午!记者在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一
楼醒目位置看到了该规定$规定共分
为.条' 禁止学生无牌无证骑行摩托
车(禁止学生抽烟(禁止学生在校外
住宿(禁止学生在公共场所有过分亲
密的行为$ 其中!第四条具体规定为
%禁止学生情侣在教室"音乐厅"教学

楼等公共学习场所有过分亲密的行
为!如勾肩"搭背"拥抱"亲吻等$ &

该院党委副书记孙永祥在接受
采访时介绍!每年这个时期学院均会
出台关于学风建设的相关规定!目的
是提醒大学生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和行为规范!很多规定是)大学生行
为规范*的细化$关于第四条规定!孙
永祥称!禁止学生情侣在公共学习场
所过分亲密! 也是希望优化学习环
境! 促进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生活!

不在公共学习场所影响他人$谈及日
后规定如何执行时! 孙永祥表示!音
乐学院的学生上课较其他院系而言
更集中+++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都
在音乐楼!日后监管检查很方便$

该规定出台后!在学生中反响不
一$音乐学院大二的冯静雅则认为规
定稍显严苛!骑摩托车,吸烟"情侣小
恩爱在学校是随处可见的!学院的管
理难免显得僵化$音乐学院舞蹈专业
/*级的曹波直言'%大家都是成年人!

很多东西没必要强制管制$ &

也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为之
%叫好&!称教室"自习室等就应该是
学习的地方!原来已对在公共学习场
所有亲密行为的情侣%忍无可忍&$此
外!音乐学院音乐表演器乐方向,/!/

级的曹可和何雅婷均认为规定较合
理!她们理解骑摩托车下坡时的危险
性和情侣在公共场合注意亲密行为
分寸的必要性$

"#+,-($

-月,日!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
提出一个%治污新标准&'%检验温瑞
塘河治污成效! 不以部门报上来的
数据为准! 要以环保局长和公用集
团董事长带头下河游泳作为河水治
理好的标准$ &

陈德荣是在调研城市污水治理
工作时说这句话的$他还把检验治理
成效的主动权交给了普通市民!%在
哪条河道游泳!要由大家说了算$ &

此言一出! 立即引起了网民的
热议! 不少网民积极地为环保局长
找游泳的河段$ 有网友更是整理出
了龙湾状元桥的%黄河&水"鹿城丰

门河"瓯浦 的臭水沟"黄龙家电市
场旁边的双桥河等%游泳胜地&$

#日下午!负责塘河治理的温州
市环保局副局长瞿自杰回应说!有
这么多网民关注母亲河令他们感到
很有压力!同时也很振奋$

瞿自杰说! 其实温瑞塘河的部
分河段还是有人游泳的! 比如会昌
河"九山湖"三S湿地水系等$ 按照
目前的治理情况来说! 温州主城区
骨干河流一定程度消除了黑臭现
象!已经没有大面积黑臭情况发生$

网友所反映的脏乱河段则集中
在城郊接合部"旧村改造地段!治理

难度大$ 这些河段此前环保部门已
经在收集!并着手治理$

%接下来!属地的环卫"塘河保
护部门将马上进行垃圾清理! 形成
长效管理$ &

温瑞塘河治理什么时候能达到
%环保局长游泳试污&的标准!这是
网友最关注的$ 对此!温州市环保局
塘河管理处周立宗处长解释说!这
要看怎么理解$ %国家游泳的标准是
0类水! 这连一些游泳池都没达到!

城市里的河道想达到太难了$ 西湖
也没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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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考培训老师张海峡在课堂上
称%留法女学生都是潘金莲&被完整
录下后发到微博! 张海峡在其博客
中指责发布者和转发者并将雇主北
京方圆众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并
大骂! 众合公司及北京市海淀区众
合培训学校因此将张海峡告上法庭
索赔!//万$ #日记者获悉!北京市一
中院终审判决张海峡赔偿对方损失
1万元并赔礼道歉$ 昌平法院经过审
理认定! 张海峡的行为在客观上造
成了对众合公司名誉的损毁!因此!

一审判决张海峡立即停止对原告名
誉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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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从
%代笔&变为%身高&!-月"日!有网友
在微博声称韩寒身高顶多!2"-米3是
个矮子$ 随后方舟子转发微博并发
表评论称'%身高本无意义! 但韩寒
对着镜头声称他的真实身高42#5米!

讨论他的身高就很有意义! 看看此
人有多假$ &随后更推测出韩寒身高
为42".米$

有意思的是! 疑有网友冒郭敬
明之名!在方舟子微博中打抱不平'

%禽兽- 快放过韩少- 有本事算我的
身高呀- &引来众多网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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