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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5日报道，英一80多
岁妇人清晨遛狗遇劫匪，老太太
毫不畏缩，抬手照着歹徒嘴巴就
是一拳，打得其落荒而逃。

牛 新华社15日报道，一
艘载有约200名非法移民
的船只14日在利比亚黎波
里附近海域沉没。

伤 赞昨日
最之

沸点 法网

食堂吃出死青蛙，校长撤职
新华社15日报道，针

对“阜阳一学校食堂吃出
死青蛙”这一热点，近日安
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教育局
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青蛙
系外购酱菜中含有， 已责
令相关部门道歉、整改。此
前媒体曝出称“人太多，有
虫子在所难免” 的阜阳市
黄冈实验中学校长李峰已
被就地免职， 同时对涉事
的阜阳十中相关负责人给
予行政警告和行政记过处
分。

据了解， 阜阳市黄冈实
验中学系颍东区辖区内的一
所民办学校。2014年秋季，因
阜阳十中一栋在建教学用房
尚未完工， 临时借用黄冈实
验中学教学及生活用房，安
排高二年级学生在该校就
读。9月5日早晨，十中高二学
生王某某在食堂第50桌就餐
时， 发现该桌酱菜碟中有一
只拇指大小的死青蛙。 该场
景被第49桌的学生用手机拍
照后发布在“阜阳十中吧”贴
吧上，引发媒体、舆论关注。

调查显示： 学生食用的
酱菜由宜昌一农业开发公司
于今年8月21日生产，保质期
3个月。事件发生后，该校食
堂立即停止了此种酱菜的食
用， 并停止采购该公司生产
的所有产品。目前，颍东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已对学生反映
的有关食品启动立案调查程
序， 并对阜阳市黄冈实验中
学处以10万元行政处罚，同
时会同区教育局即日起进驻
该校， 现场指导学校食堂整
改至完全规范。

不能以“人太多吃到虫子
在所难免”来推卸责任。学生
越多学校越应把食品安全放
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开学季刚
过， 要绷紧食品安全的弦，守
住学生舌尖安全的底线。否
则，既捅了娄子、砸了“牌子”、
丢了“帽子”，也损害了学生的
身心健康。 ■据新华社

舌尖安全不容小视

村民造滑索送孩子渡河上学
13日， 陕西商洛山阳

县板岩镇北沟寺村， 连日
暴雨致村里的临时便桥被
冲毁，村民自制简易滑索，
运送60多名孩子到河对岸
的小学上学。

提出架设滑索的是村
民李吉仓，他说，他以前在
矿上打工， 懂一点滑索架
设知识。 经村民同意后，9
月9日上午，他开始自制木
梯、木兜子，有村民提供了
钢索并帮忙架设， 当日下
午4点就弄好了。上学的山
路崎岖难行， 为了送孩子
上学， 村民们只好在宽十
几米的河上架起了自制的

滑索运送孩子过河。 要把几
十个娃安全送到， 得花近两
个小时。

14日， 板岩镇北沟寺村
村委会主任蔡春清说， 因担

心存在安全隐患，12日在镇
政府的要求下， 他们已将自
制滑索拆除。 现正组织村上
安排村民架设木桥， 以方便
学生上学。 ■据中国经营报

新华社15日报道，美
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2009年拍摄的科幻大片
《阿凡达》 以华丽的视觉冲
击震撼全球观众。尤其是潘
多拉星球的蓝色纳威人骑
着类似翼龙的大鸟“伊卡
兰”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令美国人目瞪口呆的
是， 一项在中国辽宁的考
古发现显示，1.2亿年前真
的存在一种酷似“伊卡兰”

的飞翼类肉食动物。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汪筱
林的考古团队在中国辽西地
区距今约1.2亿年前的热河生
物群中发现两件化石标本，
因其酷似《阿凡达》中的虚构
生物，把它命名为“阿凡达伊
卡兰翼龙”。阿凡达伊卡兰翼
龙的下颚上长着一块与众不
同的刀片式构造， 跟《阿凡
达》 中的伊卡兰简直一模一

样。 这一发现迅速引起了全
球民众和学术界的“围观”。

研究推测， 在白垩纪时
代， 阿凡达伊卡兰翼龙栖息
于植被繁茂的温暖地带，与
多种恐龙、鸟类、哺乳动物、
蛙类和乌龟并存。 阿凡达伊
卡兰翼龙可能贴着湖面低空
飞行， 下颌部分或全部切入
水中，一边飞行一边捕鱼，然
后把连续捕获的小鱼储存在
类似鹈鹕的喉囊中。

考古惊现“阿凡达”引全球围观

14日，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北部
的大连新机场建设工地，运输土石方的重
型卡车穿梭忙碌。由于大连周水子国际机
场已经超负荷运行，运输能力即将达到饱
和，大连采取离岸填海的方式建设金州湾
国际机场项目， 目前该项目的总平面图
（概念性规划） 及新机场沿岸商务区———
概念性总体规划已经亮相。 ■据新华社

大连填海造海上新机场

本报9月15日讯 今年3岁的超超每天
要喝水3000ml，相当于6瓶矿泉水的量，比
一个成年人还喝得多，是名副其实的“牛
饮”怪人。其实，超超是患上了一种极其罕
见的疾病———肾性范可尼综合征———肾
性胱氨酸贮积症，与他一同患上这种怪病
的还有他7岁的哥哥翔翔， 哥哥翔翔已到
了肾衰终末期。经文件检索，翔翔是中国
首例诊断患有该种疾病的患儿。

据介绍，肾性胱氨酸贮积症是一种罕
见的常染色体隐形溶酶体贮积疾病，发病
率20万分之一。该疾病会导致人体肾脏近
端肾小管对多种物质再吸收障碍，如果不
采取治疗，患者到10岁左右就会很快进入
终末期肾病。

通过多方努力，来自美国的华人医学
家、美国Tulane大学医学中心麻醉科教授
刘恒意博士特别为这两个孩子带来了治
疗疾病的药物，但两个孩子仍面临每人每
年5万-10万元的药物负担。 ■记者 洪雷

实习生 吴思宁 通讯员 姚家琦

新华社15日报道，俄罗斯反西方制裁
而抵制欧盟农产品， 令荷兰积压了大量卖
不出去的西红柿，这可怎么办？不要紧，荷
兰人打算14日在阿姆斯特丹中心广场举办
一场互扔西红柿的大型活动，门票15欧元
（约合18美元），眼下已经卖出1000张票。

举办方为此采购了12万个已经“烂熟
得不宜食用”的西红柿，用于这场“带有抗
议色彩的狂欢活动”，届时足够互扔1个小
时，最后还将把扔烂的西红柿集中送去工
厂用于制造沼气。

为抵制俄罗斯制裁
荷兰“扔番茄”自销

“牛饮”怪兄弟：
每天喝水3000毫升 本报9月15日讯 酒店

经营不善， 拖欠员工74万余
元工资， 老板吴某跑路想赖
账， 结果被公安机关网上追
逃。今天上午，长沙市雨花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吴
某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获
刑半年，并被处罚金1万元。

吴某因在雨花区万家丽
路经营唐湘大酒店不善，从
2013年1月1日至3月8日，共
拖欠158名员工74万余元工
资， 长沙市雨花区人社局下
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
指令书》，责令吴某在2013年
3月20日前支付员工工资。不
料， 吴某不但未在规定时间
内支付员工工资， 还藏了起
来。同年3月26日，公安机关
对吴某进行网上追逃。 躲藏
近9个月后，吴某投案自首。
■记者潘显璇通讯员李小辉

酒店老板欠薪
74万获刑半年

【点评】 员工挣的都是
血汗钱，欠薪于心何忍呀！

本报9月15日讯 藏毒
品过安检被逮住， 两名瘾君
子没有丝毫悔意， 反而当场
互掐起来。一人指责：早知道
不应该分开拿的。 另一人觉
得冤， 一点点毒品也会被逮
到， 放在一起不是更容易被
发现？事实证明，再高明的歪
门邪道也逃不过民警的火眼
金睛。 警察蜀黍提醒， 不吸
毒，啥事都没有！

据了解，9月10日晚上7
点左右，长沙高铁站安检口，
两名男子畏畏缩缩， 不时在
排队的乘客中挤擦， 行为十
分可疑。民警随即上前盘问，
结果从两名男子身上均搜出
了毒品，一称重有1.4克。令人
不解的一幕是： 藏毒被当场
逮住，两男子丝毫没有悔意，
反而当着民警的面相互埋怨
起来。 ■记者 张浩

藏毒过安检被抓
两“搭档”当场“互掐”

【点评】 责怪有啥用？还
是好好改造吧！

【点评】 有征求纳税人的同意吗？

【点评】 如果铁锤销路不好，也可以扔？

【点评】 希望筹齐资金，早日康复。

央视15日报道，山西被人残
忍挖掉双眼的6岁男孩斌斌在社
会的帮助下， 接受义眼手术，并
于今年9月入读武汉盲校。

14日， 少年在地铁车
厢内主动蹲下来为陌生人
收拾地上呕吐物的一组照
片在微博、微信中被热转，
很多网友为少年的行为所
感动。现场很多乘客表示，
男孩只是默默收拾干净
后，就下车了，没人知道他
是谁，也没有人再见过他。

13日21时40分左右，
张女士和朋友一起乘坐沈
阳地铁二号线列车下班回
家。 上车后她发现车门旁

有一摊呕吐物。 车厢内的很
多乘客看到后都捂着嘴刻意
躲得远远的。这时，一名背着
双肩包、穿黑白相间运动服、
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子上了
车， 一上车他就看到了门口
地上的呕吐物。 男孩想都没
想， 就从书包里取出一个笔
记本，撕下几张白纸，开始认
真地收拾起呕吐物来。随后，
地铁停靠在二号线市图书馆
站， 男孩子带着用纸包好的
呕吐物下车了， 其间一句话

都没有说。 张女士和她的朋
友当时拿起手机， 拍下了男
孩子的这一举动。

据悉该男孩现已被找
到， 是同泽高中三年六班的
孙冠儒。男孩称，我是个暖男
又是热心的沈阳人， 这种事
儿一定会帮一帮。 班主任老
师对小孙的评价是，热心，遇
到不平事一定会出手， 平时
班里有什么活儿， 他都会让
女生们早点儿回家， 自己一
手揽下来做。 ■据沈阳晚报

沈阳“地铁好少年”找到了
跪地清洁车厢内他人呕吐物，自称“暖男”

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