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毕节垃圾箱“严禁人畜入内”

当地证实这批垃圾箱是新换的，且出于“工作需要”

19 日， 一张垃圾箱的照片在网

上广为流传。 在贵州毕节的一个崭

新的垃圾箱上，喷着红色字体“严禁

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并用黑

色喷漆标明设立单位是七星关区何

官屯镇人民政府。 照片在网上出现

后，当地此举遭到网友批评，被指缺

乏人文关怀。

经查证， 这张照片来源于摄影

师林克的专题照片 《毕节的冬天》，

12 月 18 日发表于腾讯网。 全组照片

共由 24 张，表现的是当地儿童的贫

困生存状态。

11 月 16 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

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

内发现 5 名男孩死亡。 警方确认，他

们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导致一氧化碳

中毒而死。 毕节留守儿童的冬天由

此受到关注。 林克说，在位于距毕节

市区约 15 公里的何官屯镇，他发现

了这个垃圾箱，就顺手拍了下来。

垃圾箱上的崭新喷漆字样警告

称，“严禁人畜入内， 违者责任自

负”。 林克配的图片说明是“毕节 5

名男孩在垃圾箱里取暖身亡后，城

区所有垃圾箱都喷上红色警示语，

十几公里外的何官屯也不例外”。

照片被传上网后， 当地政府的

做法遭到网友强烈批评。 19 日晚，何

官屯镇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孙浩然

透露，最近，镇上的确换了垃圾箱，

但他记不清换的具体时间了。

孙浩然认为， 换垃圾箱与此前

毕节有 5 名流浪儿死于垃圾箱无

关，而是出于“工作需要”，镇政府需

要以此治理环境。

（据《南方都市报》）

男孩没写完作业

老师令全班 50 名学生

轮流扇他耳光

“如果孙子没完成作业被老师打了耳光，我还能理解。 但

老师让全班 50 名学生都来打娃的耳光， 这我接受不了……”

18 日，提起这事，陕西安康的池老太心里很不是滋味。 12 月 11

日，陕西安康一小学生小明（化名）因未按时完成作业遭老师

掌掴。 之后，老师还让全班 50 名同学依次打小明耳光。 目前，

学校校长被免职，涉事教师被调离岗位，当地教育局向被打学

生道歉。

[学生]

� �

作业没做完被老师和 50 名同学掌掴

为了照顾上小学 6 年级的孙子小明，60 多岁的池老太租

住在陕西安康汉滨区洪山镇九年制学校附近。

12 月 11 日那天， 小明回家后就躲进屋里不愿意出来，只

是说挨打后脸上很疼，一直用手捂着脸，不愿意说话。 家人问

他为啥挨打， 他说最近的作业都没有按时完成， 惹恼了罗老

师。 罗老师掌掴小明后，还让全班 50 名同学依次打小明耳光。

小明的姑姑杨玉会保存着小明被打后的照片，“我是事发

后第 3 天才知道， 照片上还能清晰地看到娃的脸都是乌黑

的。 ” 而小明在日记中写道：“幸好我的自尊心不强， 要不然

（我）就完了。 ”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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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手轻了要重新打

18 日上午，小明所在班级的多名学生向记者证实，是罗老

师让大家打小明的，因为他没有完成作业。 有同学说：“有的同

学下手轻，罗老师就让重新打，我们只能用力打他才能过关。 ”

[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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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极端低级的错误

18 日，对于老师让学生打小明耳光，自称是洪山镇九年制

学校校长的张大友打来电话表示：“老师打学生不应该， 老师

让同班 50 名同学依次打未完成作业同学耳光更不应该，这是

个极端低级的错误。 ”

据了解，罗老师今年 22 岁，参加工作不到 2 年。

[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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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撤职、教师调离岗位、教育局道歉

小明在课堂上被数学老师罗某动员同学打耳光一事，经

汉滨区教育局核实后， 给予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校长张某记

过处分、撤去校长职务；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涉事老师罗某停

职、调离教师岗位处理。 安康市教育局和汉滨区教育局的领导

到医院看望小明，并向小明及其家长道歉，表示将全力以赴做

好小明的治疗以及康复后的学习等工作。 （据《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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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发布 2012 年度盘点

年度微博红人榜 延参法师“置顶”

近日，谷歌发布了 2012 年度关键词热搜榜，显示了全球网友今年都在关注什么。 19 日，新

浪微博发布 2012 年度盘点，告诉你，这一年，中国网友都在谈论什么。

新浪微博此次年度盘点推出“2012 年度微博热门话题”、“2012 年度微博红人”、“2012 年

度微博名人”3 大榜单，几乎囊括了年度大事。 而“2012 伦敦奥运会”、“延参法师”、“鸟叔 PSY”

位居各榜单首位，“微公益”、“微博政务”均在 10 大微博热门话题中。微博红人榜中出现了唯一

的“汪星人”———流浪狗小萨，而微博名人榜几乎被演艺界明星“垄断”。

据了解，此榜单排名是根据关键词的微博提及量统计出来的。比如延参法师排名红人榜第

一，他在微博上被网友提及 1300 余万次，而 3 大榜单的微博总提及量超过 22 亿次。

什么事最被关注？

2012 伦敦奥运会

2012 年奥运会虽在伦敦举行，

大多数人只能守在电视机前观战，

但奥运会的每一个细节都被网友

直播在微博上，大到中国队拿了几

枚金牌，小到孙杨、叶诗文夺冠后

换了什么牌子的手机，都是网友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届奥运会也因

微博直播被称为“首届社交奥运”。

“2012 伦敦奥运会”以近 4 亿

次的提及量位居新浪微博热门话

题的首位。

2012 年，屌丝们的事迹总能让

网友会心一笑，每天都有他们的段

子在网上流传。 此外，救助血癌患

者“鲁若晴”的“微公益”和“卖萌无

底线”的微博政务也跻身年度热门

话题前 10 名。

微博上谁最红？

爱卖萌的延参法师

新浪微博年度红人榜上榜的

红人们没有一个是大腕儿，但个个

都在今年迅速红透互联网，排名第

一的当然是那位受到各种动物欢

迎的延参法师。 延参法师被网友称

为“最萌法师”、“用绳（生）命在卖

萌的大师”，他以 1300 余万次的微

博提及量成最热红人。

来自越南的男子天团“HKT-

组合”，以天雷滚滚的造型、山寨极

品剧情 MV， 挑战网友的审美底

线，被网友称为“洗剪吹组合”，进

而登上红人榜第 4 名。

而跟随骑行车队，一路从四川

雅安跑到拉萨的流浪狗小萨不仅

是唯一的“汪星人”（指小狗），还进

了红人榜前 10 名。

微博名人谁最牛？

跳骑马舞的鸟叔

“2012 年度微博名人”中可谓

群星璀璨，网友们在微博中提及最

多的名人多是演艺界明星，韩国歌

手 “鸟 叔 ”PSY 以 一 曲 《江 南

STYLE》荣登名人榜第 1 位。 今年

11 月，“鸟叔”开通新浪微博，仅半

天时间，他的粉丝就突破 10 万人，

目前，粉丝近 370 万人。

每天辛勤“织围脖”的任志强、

李开复双双进入名人榜前 10 名，

今年一度被困“抄袭门”的韩寒排

在第 4 名。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年底最具爆炸性的新闻之一，

每一个与莫言相关的新闻都成为

微博网友热议的话题，关于莫言的

微博提及量高达到 2680 余万次。

（据《现代快报》）

微博红人榜（前十名）

延参法师

作业本

北京 721 双闪车队

越南 HKT- 组合

圆母亲旅游梦的樊蒙

老外屌丝 Mike 隋

去西藏的流浪狗小萨

不好好学习体作者

微公益救助的鲁若晴

天才小熊猫

□

链接

微博话题榜（前十名）

2012 伦敦奥运会

屌丝

江南 style

微公益

中国好声音

《甄嬛传》

高富帅、白富美

微博政务

元芳，你怎么看？

钓鱼岛是中国的

微博名人榜（前十名）

鸟叔 PSY

韩庚

任志强

韩寒

谢娜

李开复

钟汉良

王力宏

张小娴

莫言

毕节当地新换的垃圾箱上写着“严禁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

小明的脸被打得黑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