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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爆料视频!郑州火
车站候车厅"一名在火车站捡瓶子
的小男孩遭到车站保洁人员的推
搡和暴打"倒在地上呻吟# 爆料者
称"这是因为车站保洁人员认为男
孩$抢了保洁人员的生意%&视频的
最后"这名男孩想要跳楼"所幸被
拉了回来&

该视频是本月!日" 一位网友

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厅内拍摄到的"

视频的开始"一位着制服'手中拿
着棍子的男保洁员一边把一光头
男孩推倒在地"一边说道(哪里你
捡不了"你来这里捡%"男孩躺在地
上一直抱头呻吟"而旁边无动于衷
的站着另一名保洁人员& 随后"男
孩突然起身脱离了镜头范围"随即
传来女声尖叫(哎"哎哎%&

视频最后传出的尖叫声是一
女保洁员看到被打男孩突然起身
准备爬窗户跳楼" 情急之下喊出"

所幸男孩当时就被人救下&据拍摄
这段视频的张先生介绍"男孩大概
十多岁"冲突的起因是他当时正在
捡候车厅里的饮料瓶"保洁员看见
后不让他捡" 男孩顶了几句嘴"被
保洁员从凳子上拖到地上打了一

顿& 视频被放到网上的第二天"当
事保洁员被停职检查& (此事发生
后"他"保洁员#压力很大"现在"他
不知道去了哪里"手机关机"家人
和单位都联系不上%&

看完视频"很多网友表示(看
得心都碎了%&也有网友质疑"为什
么候车厅这么多人"却没有一个人
出手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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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100元，免费学筝三个月，
限4周岁半-9周岁，第二期截
止于11月18日，限额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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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南路店（海口怡和居
酒店）美团网、拉手网等网
上团购仅需88元每晚。
地址：海口和平南路33号（六合大厦旁）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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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练好字
海秀东路工业大厦202室（国宾酒店旁）3630600136306280

●全国著名习字品牌，人民日报、新
华社、光明日报等数十家媒体争相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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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签约授课，只需10个字母数字2组公式即
可诠释全部汉字书写规律，生动有趣，简单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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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与维修（也可选择其它专业，烹饪、旅游、制药、会计、营销专业），学制两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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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文化程度，年龄15-30岁，生活能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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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免费
用（含学费、伙食费、住宿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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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期满，成绩合格颁发国家承认的中专学历证书，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学校负责安排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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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对面入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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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Em�英语补差专家
逆反厌学 懒惰畏学 放弃不学！
基础不好 课堂不懂 考不及格！
鲁滨逊补差 三年缺课一年补齐
小班制个性化教学，50元/小时

玉沙路、海府路教学点68567183

MBA
海大源2013MBA/MPA联考培训在海南大学开课
海南名师面授+北京名师远程授课。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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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湖南湘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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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魏老师 137004726660898-32919901
地 址：海口市金龙路1号椰岛大厦17楼E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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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出国·中教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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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绿卡！
●EB-1C企业家快速移民仅需1年左右
●EB-5投资50万美金，5年后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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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省雇主担保快速移民
●一步到位全家绿卡，全家享受
加拿大福利，子女免费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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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欧元购塞浦路斯房产
●2个月即获全家绿卡，自由
往来欧盟国家

●投资1000万港币，购买
政府指定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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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春季入学火热招生中……
上千所高中、大学指定代理 校方快速录取 专业面签培训
适合工薪阶层的社区学院、学费低廉 无语言入读名牌大学
îïð�ñ!"#$%&'#$()*+,%-./%012$3

政府公立中学，学费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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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大学、研究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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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签证快捷有保证100%高成功率无拒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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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 西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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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ibo.com/ngdsb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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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冬晗答辩会上自我介绍
道!她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清华大
学优秀学生干部' 精仪系第'(届
学生会主席**& 她还经常参加
社会实践"入选(饮水思源"服务
社会%优秀学生培养计划"三年共
参加六次实践& )**+年她的春蕾
实践支队到海南实践& 支队获清
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金奖&

她说"她虽然是工科女生"她
在演讲上获得北京高校演讲比赛
一等奖& 她多篇写作发表在国防
教育报上& 她在精仪系学生节等
大会担任主持人**

记者看到这里"以为就已经很
完美了& 她在答辩会上继续说"她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她获得清华大
学乒乓球单项赛女子单打并列第
三名"曾任精仪系女子排球队队队
长" 现任精仪系羽毛球队副队长'

现任精仪系乒乓球队队长&还完成
)*%%年北京马拉松半程比赛&

(学霸事迹%引起网友们非常
两极化的评论!赞赏的如(深刻感
觉自己连呼吸都在浪费时间%(跟
这位一比" 我都不敢说自己读过
大学& %也有表示反对!(这样的人
生有意思么,%(生活方式一点也
不科学%(书呆子%&

记者看到" 在新浪微博的调
查中"支持她的网友有%!-!名& 而
不喜欢学习的网友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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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打电话给普通人!喂在
干嘛)

玩& 玩什么) 逛街'唱歌'打游
戏'看电影**

)'打电话给学霸!喂在干嘛)

学习& 学什么) 数学&

'' 打电话给学神! 喂在干嘛)

玩& 玩什么) 玩数学&

-'普通人努力了就可以成为学
霸&

学霸努力就可以成为学霸中的
战斗机&

学神没有努力与不努力之分&

&'想成为学霸的普通人可以成
为学霸" 想成为学神的普通人最终
也只能成为学霸&

当我们当面揭穿学神与学霸的
本质时" 学霸会极力否认自己是学
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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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辩会上" 她列出了自己
的成绩表& 记者看到"三年学分成
绩名列专业第一名"%%门课程排
名课程班第一'-*.课程超过+&

分'(*.课程排名课程班前十'第
六届新生机械创意大赛一等奖'

第)(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
竞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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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
心%*月%(日发布了关于高校网络安
全事件的研究成果!自)**(年以来"

我国校园网络安全事件至少发生'+

起& 受害者基本上集中在年轻漂亮
的女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

基于非法牟利动机 /如招生诈
骗'黑客恶意添加录取考生'黑客入
侵邮箱骗取钱财' 黑客入侵高校网
络篡改学生成绩等0 的高校网络安
全事件有)*例"占&%1'.&

值得注意的是" 在非法牟利的
群体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大学
生" 而这些在校大学生中大多数为
来自贫困家庭男生& 他们一方面为
极端贫困长期困扰" 另一方面又有
强烈的脱贫欲望" 加上其中一部分
人在电脑方面有一定天赋" 在贫困
的折磨'欲望和利益的诱惑下"很容
易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歧途&

受害者多为年轻漂亮的女大学
生& 如)**!年%%月%2日的南昌大学
&*名女生隐私网上遭曝光事件'

)*%*年)月)&日的北影女生网曝不
雅视频事件')*%)年(月%2日的黑客
盗取华中科技大学女生证件照建比
美网站事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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