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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3日报道，重庆
一女子半夜醒来发现2米长
的蛇盘踞空调上， 消防官兵
赶到现场将蛇“制服”。

惧 楚天金报3日报道，湖
北一男子用卫生巾挡车
牌，过电子眼打V字手势，
被罚款200元、扣12分。

囧 京华时报3日报道，北京一
男子强奸后签“负责保证书”，
承诺补偿20万并为女方怀孕负
责，被捕后获刑4年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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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 一个属于中国人
自己的“情人节”，它有着美
丽的传说， 给情侣带来亘古
不变的浪漫。 对于异地的情
侣来说，七夕是团聚的日子，
他们或许不远千里相会只为
相聚的瞬间； 对于单身的男
女来说， 七夕是摆脱单身的
好时机， 各式各样的相亲活
动以及单身派对随之而来；对
于相爱的恋人来说，七夕更是
表白、求婚的日子。但就当大
家都聚到一起时，灾难也在悄
然发生，因为人多导致的交通
事故、环境破坏、火灾等也随
之而来。所以小编在此提醒大
家， 不要因为我们的一时疏
忽， 让我们的传统佳节变了
味， 要不情人节就真该变成
“情人劫”了。 ■记者陈香云

直击

8月2日七夕节，山西永济
普救寺举办爱情祈福大法会。
普救寺方丈释灯禅为夫妇《结
婚证》开光，祈福为他们的爱情
加上一把锁，愿爱情长长久久。

【点评】@g9h3y2： 大师，
以后离婚了是不是退钱啊？

说说

不要让七夕变味

图区

山西方丈情人节
为结婚证开光

“我来晚了，来晚了。”8月
2日晚9时许， 浙江永嘉94岁老
兵潘志山赶到福建， 见到了失
散70年的前妻林元苍， 两位老
人相见时不禁老泪纵横， 失声
痛哭，相拥在一起。而这一个拥
抱迟到了70年。 在七夕节的夜
晚，这样感人的场景，令在场所
有人为之动容。

7月29日，本报报道了永嘉
94岁抗战老兵人生的最后心
愿， 他想找到70年前在福建失
散的妻子和儿子。 经过各大媒
体和热心志愿者的帮助，3天
后，就从福建传来好消息，老人
的前妻林元苍老人和其儿子林
力民找到了， 目前居住在福建
三明尤溪县。8月2日，94岁高龄
的潘志山老人赶到福建相聚。

潘志山还带来了当年林元
苍寄给他的照片， 如今照片上
的婴儿林力民也已经是一位近
70岁的老人了。见到了失散70
年从未谋面的父亲后， 林力民
十分激动。 ■据温州商报

8月2日， 在北京水
立方嬉水乐园，200多名
单身男女前来参加相亲
活动。与传统相亲不同，
此次相亲活动， 要求前
来的单身人士“清凉”出
场，男士清一色短裤，女
士则穿比基尼。 相亲是
否有必要穿比基尼引发
一些人争议。

据主办方介绍，相亲
活动有数百人报名，其中
大部分为22岁至40岁之
间的青年男女，以企事业
单位员工居多，不少还是
公司白领。在当天的活动

中，主办方为单身男女们
精心准备了水中击鼓传
球、泳圈接力赛、二人身体
运水球及水中齐跳《小苹
果》、踢水舞、爱的寻宝、人
工造浪等互动环节。

活动主办方的工作
人员表示， 在主办此次
相亲活动时， 非常重视
安全问题。 对参与者的
素质有一定要求， 参加
本次活动的单身男女都
必须进行身份证件实名
登记报名， 并经过主办
方的审核才能参加。

■据北京青年报

本报8月3日讯 昨
晚，长沙天马山公交站旁
的湘江西岸突发大火，引
燃近百米河堤上的杂草
丛与树木，市民称，此次
大火与情侣七夕夜放飞
孔明灯有关。

昨晚9点， 市民吴小
姐打算去湘江边欣赏橘子
洲焰火， 刚走到潇湘路天
马山公交站时， 便发现靠
近江边的河堤上火光一
片， 还伴随着滚滚浓烟。
“昨天是七夕， 车很多，消
防车过不去。” 吴小姐说，
消防官兵只能将消防车停
在天马山公交站南往北车
道上，跑步前往灭火。

火势迅速扩大，近百
米河堤被引燃，火焰最大
时高达3-4米。 这时，十
多名热心市民加入了灭
火的队伍。路过的私家车
主也手提灭火器加入了
队伍， 经过众人努力，大
火在晚上9点半时被扑
灭。现场目击市民刘先生
说，起火前，江边有很多
贩卖孔明灯的商贩，还有
不少情侣在选购，“一眨
眼，人都不见了！”

民警告诉记者，数年
前，长沙就已出台规定禁
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
生产、销售、燃放孔明灯。
目前，消防部门已对此次
火灾原因展开调查。

■记者 陈昂
实习生 徐婧 魏利洪

94岁老兵七夕找到
失散70年前妻

情侣放孔明灯
致湘江岸起火

汪峰跪地告白：
我的爱没错

北京现
“比基尼”相亲

七夕之聚

汪峰单膝跪地表白。

比基尼相亲派对现场。

湘江西岸失火现场。

8月2日1时， 深圳网警接报群众手机
感染“××神器”木马病毒的警情，后又接
到山东潍坊、四川成都等地网警部门案情
通报，经过17个小时的通宵奋战，于8月2
日18时抓获制作传播该病毒的犯罪嫌疑
人李某。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据媒体报道，2日，家住北京海淀区的
陈先生手机接二连三地收到不同亲友发的
奇怪短信：“×××(陈先生的名字)看这个，
ht://********XXshenqi.apk”。 好奇的陈
先生一点开链接， 就下载了一个名为
“XXshenqi”的应用软件，随后，在陈先生不
知情的情况下，这个软件又开始向他手机通
讯录中的联系人群发同样的短信。 此时，他
收到给他发短信的朋友来信，称刚发的短信
是病毒，让陈先生切勿点击。2日，全国不少
手机用户都收到了这样的病毒短信。

媒体报道称，据一线网警表示，这条
短信是一个典型的病毒短信。首先，该短
信中的链接使用CDN为开头，以APK为结
尾，CDN是内容分发网络。APK就是安卓
系统的安装包，所以这个病毒只会对安卓
手机产生影响。 ■据北京青年报

【点评】 @日全食5：看看谁受
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全国爆发超级手机病毒
制作传播嫌疑人被抓

【点评】骗子满天飞，每个人都
必须是神， 在同一句话面前必须能
区分真假!

据金陵晚报8月3日报道，“你好， 我是
某某法院，你有一张传票……”不久前，南
京朱永强夫妇三番五次接到法院让去拿传
票的电话。夫妻二人自认为一直遵纪守法，
所以“自信”地认为这是诈骗电话。

没过几天， 法院的传票直接通过邮局
寄过来。夫妻二人依旧不以为然，直接将传
票扔了。然而，6月20日，当法院的判决书
直接寄到家里时， 夫妻二人才相信自己确
实有桩官司。 原来是一年前进行的一次房
屋交易引发了纠纷，导致了这场官司。但因
为自己没有到庭，法院直接判决败诉，并需
支付对方近万元赔偿。

无奈之下， 两人只好找到了南京栖霞
区包明昌调解工作室寻求帮助。 听了他们
的讲述后，包明昌指出，现在唯一的挽救办
法就是在判决书尚未生效的情况下， 找律
师提出上诉，保障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将法院传票当诈骗
缺席官司直接败诉

法国一名缉毒警察8月2日被捕，他涉
嫌从巴黎警察总部偷走警方缴获的50公
斤可卡因，街头黑市售价约270万美元。

据报道，法国警方7月4日在法国北部
破获一个犯罪团伙， 缴获这批可卡因，并
存放在巴黎警察总部一个严密看管的房
间内。 任何进入房间的人不仅需要登记，
还要由另一名有权掌握钥匙的警官陪同。

但法国警方6月31日发现这批可卡因
不翼而飞。监控视频显示，一名可疑男子手
提两个袋子进入警察总部， 长相与被捕的
缉毒警察相似。 警方随后逮捕了这名34岁
的缉毒警察。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
夫2日说，目前，这名警察已经被停职。

不少法国媒体调侃，这起事件简直是
一部现实版的犯罪大片。

【点评】 把东西弄回来的是你，
偷走的还是你， 这种盗守兼顾的活
你做起来不累吗？

法缉毒警察涉嫌偷毒

在8月2日晚，汪峰“峰暴来
临”演唱会北京站在鸟巢上演，
这使汪峰成为首个登上鸟巢开
个唱的内地歌手。 在全场观众
齐声高呼“章子怡”的声音中，汪
峰幸福表白，“我的爱是对的”。

从演唱会一开始， 就有不
少人是冲着汪峰要对章子怡表
白而来的， 现场还有歌迷打出
“怡汪情深”的灯牌，在演唱会
中， 现场数万人也不时齐声呼
喊“章子怡”的名字。面对观众的
热情， 汪峰感慨：“一路走到今
天，无论我的音乐，还是我寻找
的她，让我觉得有一些幸福。”当
章子怡的呼声再次响起， 汪峰
说道：“你们无数次地呼喊，让我
相信我的爱是对的。”在演出中
他也一度单膝跪地， 但从始至
终，汪峰信守了之前的承诺：这
场演唱会没有求婚，只有音乐。
对此小编想提醒汪大哥一句，
爱她就娶了她， 指不定这回真
能上头条。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