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恨他无情，恨他无义，恨他淫秽”，9
月3日上午9点左右，一个注册网名为“恨
阮淫秽” 的网民在安徽宁国社区论坛上
发帖， 称当地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弄
妇女，并在QQ签名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心
情。“恨阮淫秽”还将一张裸聊视频截图

上传至其QQ空间里，称那就是一个有力
的证据。据了解，该网友所指的是该市发
改委一名工作人员，患有痛风，现在家中
养病。 此事引起宁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目前宁国市公安局已介入调查。

■据中安在线

宁国发改委官员被指与女网友视频裸聊

8月31日， 康菲公司宣称已经完成
“两个彻底”的要求。9月2日，央视记者跟
随海监部门到达事故现场后看到，在B、C
作业平台两边， 仍有大量的拖游船正在
抓紧工作，现场仍有明显浮油。央视记者
在蓬莱19-3油田通过公共船用无线对讲
频道采访了一名康菲中国员工， 该员工

称“我们就是骗你的”。此报道一出，舆论
一片哗然。康菲公司3日在其官网发表声
明， 接受央视记者采访的员工没有发表
该负面言论，同时，康菲方面认为央视报
道中发表该言论的声音与受访员工的声
音并不相同， 要求中央电视台更正采访
中的错误报道。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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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准专利号 谨防假冒
专利号：ZL03225138.6

专利去眼袋

地址：长沙市五一中路 389号华美欧大厦 703室（银华酒店马路对面）
可乘临 12路.117路.118路.312路.旅1等，到韭菜园站下车即到。

0731-89796728��89796738��香港：00852-22388706
专家热线：18207488966���网址：www.csypmr.com

悠派美容国际连锁机构，您的眼袋专家！
十五年品牌，值得信赖！

特色项目：★去皱 ★瘦脸 ★嫩肤 ★提升眼皮

● 独家采用高科技专利射频溶脂仪，结合韩日技术
● 一次性去除眼袋，可消除黑眼圈
● 不受季节影响，不影响工作，专家亲执
● 签约服务，效果显著！（无效不收费）
● 不开刀、不手术、不吸脂、不松驰皮肤、即做即走

悠 派 美 容

去眼袋前 男 去眼袋后 去眼袋前 女 去眼袋后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七星彩第 11103期
本期投注总额：15882908 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下期奖池：

中奖注数（注）
0
18
325
3635
35137
403974

单注奖金（元）
0

18802
1800
３００
２０
５

8046063.43元

七
星
彩

2 8 4 9 2 9 6

22选 5第 11240 期
本期投注额：1805274 元

中奖号码：06�13�16�20�22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10
1734
34825

单注奖金（元）
62375
50
５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9 月 4 日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
灵通发 CP 到 10661256，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
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排列 3、排列 5第 11240期
本期投注总额：20876202 元

中奖号码 0� � 8� � 6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5558 1000
组选 3 0 320
组选 6 11908 １６０

中奖号码 0� 8� 6� 3� 0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4� � � � � � � � � � �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88岁老人摔倒无人扶窒息身亡
事发湖北武汉 现场离老人的家不到百米

明年完成南盘江边14万余吨铬渣处理

曲靖副市长致歉 8嫌疑人被处理

康菲否认“骗你门” 要央视更正

天津：许云鹤案

2009年10月21日，天津车主许云鹤沿天
津市红桥区红旗路行驶， 遇到正在红旗路
上由西向东跨越中心护栏的老人王秀芝倒
地受伤。许云鹤称是下车搀扶王秀芝，而王
秀芝则称，她是被许云鹤撞倒的。今年6月
16日， 一审法院判决许云鹤赔偿王秀芝10
万余元，判决的理由也受到舆论诟病，有人
更将其称为南京“彭宇案”的翻版。

南通：司机救人后险遭诬陷
8月26日，江苏南通的长途车司机殷红

彬、 乘务员郁维贞在路上扶起了一位被撞
伤的老太太，事后，老太太指称司机为“肇
事者”。但由于殷红彬、郁维贞所开车辆装
了监控探头，一看录像，真相大白，司机和
乘务员终获清白。 老太太家属事后又向司
机赠送了锦旗。

上海：老人摔倒无人敢扶
9月2日下午4时许，一名拄着拐棍的老

人在上海市黄浦区尚文路中华路口不慎摔
倒，血流满面。尽管当时有许多路人看见，
但竟没有一个人上前搀扶老人起来。 大约
过了10分钟，才有一名路人报警。老西门派
出所两位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实施救援。民
警联系120救护车，将老人送到附近医院救
护，并随后联系到老人的家人。

镇江：好心扶醉汉被打
9月2日凌晨，5名在镇江饭店做厨师的

年轻男子， 喝下4箱多啤酒后在路面上闲
逛，其中季某蹲在公交站台石阶上。六旬老
人杨老先生晨练骑车路过， 下车主动上前
关心地说：“小兄弟！早点回去吧，别喝这么
多酒！”

此时季某丝毫不领老人的好心， 反让
老人走开，还推了老人一把。结果蹲着的他
因重心不稳有些趔趄，老人伸手准备去扶。
季某竟然以为老人要偷自己的东西， 站起
来挥拳就打。不远处的吴某和马某看见后，
不问青红皂白冲过来“帮忙”，老人被打倒
在地不省人事。 ■据楚天都市报、扬子晚报

9月2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88岁的
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
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
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 李大爷
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卖莲蓬的易某目击了事发全过程，
她回忆，李大爷是清晨7点半左右在菜场
门口跌倒的，面朝下摔在地上，他想站起
来，但力气不够。附近的摊贩称，李大爷
躺在地上一个小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没人敢上前扶一把。 直到老人的家
人获悉后，才送往医院救治，但老人终因
呼吸道窒息死亡。

呼吸道被鼻血堵死
据众多摊贩的说法，李大爷摔倒后，

面朝下躺在菜市口近一个小时， 这期间
来往者众多，但大家仅仅是围观，却无人
敢扶他一把。直到8点20分左右，李大爷
的老伴和儿子赶到现场才将他扶起，8点
40分左右120救护车赶到时，李大爷已摔
倒了近一个半小时， 他的呼吸道已被鼻
血堵死。

李大爷的老伴周老太悲愤地称，她

家离事发地不到100米， 但直到8点才有
一个好心的邻居来通知她，“如果当时有
人扶他一把，或者帮他转个身，他也许就
不会窒息而死！ ”

事发当天上午10点多， 李大爷的儿
子、女儿、女婿均赶到了汉阳医院，他们
对自己父亲突然死亡感到难以理解，“难
道现在老人倒地后， 就真的没人敢扶了
吗？ 难道助人为乐的美德就这样丢失了
吗？ ”

应卸掉市民思想包袱
对此，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雷洪认为，这也许是一个特例。社会学研
究发现， 人们在公开场合会降低自己的
责任感， 而最近媒体上相关报道及长久
以来的社会现象使得大家认为， 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容易惹祸上身。

雷洪认为， 要改变全社会这种缺乏
责任感的风气，应从相关制度建设着手，
例如， 在做好事者或见义勇为者受到委
屈时，公权机关应主动介入调查，由他们
承担举证责任， 这样才能卸掉市民思想
包袱，促进正义的社会风气形成。

近日，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黄田镇到水口镇一带的闽江水面发生
大规模死鱼现象。目前，闽江中大量死鱼，江水腐臭不堪。

水口是福建省最大的淡水草鱼养殖重要基地，收成季节每天向福
建全省各地供应一二十万斤草鱼。

灾害中损失最为严重的是宁德市古田县水口镇溪岚、 湾口两个
村。由于发生大规模死鱼的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河，福建省水利、环保、
渔业等相关部门人员，到场提取闽江水样进行调查化验。据介绍，鱼死
亡的具体原因，要等技术部门做出权威检测。 ■据新华社

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备受关注。9
月4日16时，曲靖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
布会，来自曲靖市政府、环保局、工信委、
卫生局、 公安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通报
了铬渣污染情况。

据通报， 曲靖市对陆良化工实业有
限公司堆存铬渣的处理采取以下方案：
首先，采取高围墙、全覆盖、防渗漏的措
施进行封闭，已加高了围墙、石棉瓦，预
计9月10日可以完成；其次，在整合有关
专家的指导下，按照国家环保要求，开展
搬迁方案的可行性研究；第三，通过加快
铬渣二期无害化处理工程建设进度，同
时， 采用干法高温还原烧结冶炼工艺技
术，将游离铬还原为单质铬，组织市域内
钢铁企业参与铬渣综合利用， 确保2011
年前完成对新铬渣的无害化处理，2012
年底前完成南盘江边堆存的14.84万吨
铬渣无害化处理， 并做好堆渣点的土壤
修复工作。

发布会上曲靖市副市长陈军也就针
对记者的质疑， 没有及向公众通报情况
进行了致歉。另据记者了解，目前已有8
人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处理。其中，承运人
刘某、 吴某还有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职工王某、副总经理卓某，贵州省新沂市
的闫某五人被依法逮捕。

■据央视

福建闽江出现大面积死鱼

近期发生的摔倒“罗生门”事件

水污染·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