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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动车在一个站就停10分钟，我还
剩2分钟，我为什么就不能上车呢？只要我老公
10秒内能下来，就没事了，我当时是不是只能让
我老公下来？我这样做有错吗？”“高铁扒门”的
罗女士在面对媒体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乘高铁，检票口提前几分钟停止检票？记者问
及罗女士类似问题时，她的回答是“不知道”。绝大
部分公众，恐怕也未必清楚这个时间。

参与“乘高铁”这个公共活动，应该预留多
长时间，才能保证不打扰他人，也不影响自己，
需要形成一种大概的共识。这种共识，需要管
理者来构建，更需要管理者来推动和维护。就
像乘飞机，办理登机牌的时间可能在不同机场
各有差异，但提前30分钟、45分钟、或60分钟，
乘客自己心里应该有这个意识，那就是必须提
前多久到达，否则就赶不上。

可能铁路客运和航空客运在性质上有所
不同，但让乘客有提前到达、不干扰系统运行
的意识，是铁路管理应该做的。当然，这里又涉
及一个法律问题，那就是作为经营者，要如何
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即如果你不在几点钟前
到达检票口，就将赶不上这趟高铁。

再者，铁路管理执行规则是不是很到位？根
据媒体报道，罗女士自称到达检票口时，距开车
只有2分钟了，但检票口既没有关，也没有人检
票，也没有人拦住罗女士，所以她顺利上了车。高
铁发车是有规定时间的，停止检票也是有规定时
间的，那显然规则的执行出了问题。按道理，罗女
士根本不该
有 登 上 高
铁，扒门阻
止发车，等
待老公下站
台的机会。
（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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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年夜饭上家庭的各种聚会，吃
不好，嚼不动。到底该不该在年前种牙？年前种
牙有哪些福利呢？

近日，由社会爱心单位组织的一场专门针
对缺牙市民的聚会在蓉启动：一起分享你的年
夜饭，了解如何经济实惠的修复缺牙。“新年口
福计划”还为市民免费做种植牙，送新年福袋、
免 费 CT 检 查 牙 齿 。市 民 可 拨 热 线
028-69982575报名。
●年终聚会：拿福袋，领好礼

1月13日聚会日为市民提供以下福利，单
颗/多颗缺牙、半口/全口缺牙、假牙不适的市
民，可拨028-69982575报名：

1、免费送多颗种植牙，补贴日共 10 个
名额；

2、种植牙省一半的钱做。包干半价，含进
口种植体、基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

3、种植牙就医补贴，需提前报名申请；
4、手术直播：现场看口腔医生做种植牙的

全过程；
5、现场送种牙金、新年福袋，种牙送电饭

煲、足浴器、按摩仪、豆芽机等好礼！
●过年放心吃？种2颗恢复半口牙

过年想开心吃年夜饭？如牙骨条件允许，
可采用“即刻用”种植牙：当天种牙当天戴牙牙
吃饭。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可选择种植
2/4颗恢复半口/全口的修复方法，经济实用。
●招募100名：隐形矫正O元试戴

有龅牙、牙不齐、牙稀疏、牙拥挤等牙畸形
者，可打电话69982575申请隐形矫正0元免费
试戴，再免费送千元相关项目，含CT片检查、
保持器、电动牙刷等。

缺牙人聚会：免费送种植牙

记者：8日早上，你的头发上有冰霜，你没发现吗？
王福满：没有。
记者：当时是一个人上学吗？
王福满：昨天期末考试，我一个人去上学，姐姐不考试，就没去。
记者：上学要走多久？好走吗？
王福满：要走一个半小时。好走，但我昨天摔倒过，当时摔疼了。
记者：妈妈离开后，你想她吗？
王福满：不想。她每次走，都不给我们打一声招呼。
记者：如果再见到妈妈，你想跟她说什么？
王福满：妈妈，你不要走。
记者：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王福满：我喜欢看有关外星人的科幻书，很有趣，可以让我知道哪

些星球是外星人的，哪些星球不是。
记者：平时做完作业，忙完家里的事，喜欢做什么？
王福满：找老师借篮球，打篮球。
记者：那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王福满：找钱，还要好好读书。
记者：为什么要急着找钱？
王福满：这样奶奶生病了，就有钱给她治病了。
记者：那你的理想是什么？为什么？
王福满：我长大后要当警察，因为可以抓坏人，报效祖国。
记者：有到外面看看吗？
王福满：没有，我连镇上都没去过，没有走出过村里。我最想去北

京，我想去看看那里的学生是怎么读书的。 （澎湃新闻）
“冰花男孩”是许多高寒贫困地区求学孩子

的写照，折射的是一个大问题。在转山包小学，
他并不是该校学生走路上学距离最远的一个，
距学校最远的学生要早上五点半起床，步行 3
小时山路上学。而在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的昭通市，113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
就有小学生13.87万人、占在校生总数近47%。

大问题最怕积重难返，老问题最怕“见惯不
怪”。我们期待，在脱贫攻坚中，不能止步于让贫
困孩子们“有学上”，还要“上好学”。孩子们是社
会中最柔弱的群体，他们理应得到更好的爱护。

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键期，必须加大
贫困孩子吃饱穿暖的保障工作，主动作为、及早
谋划。令人欣慰的是，当地政府正加强困难群众
的过冬保障工作，当地青基会将统一接受社会捐
赠并启动暖冬行动，一些机构也发起定向捐赠活
动。众人一心，让“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是精准
脱贫、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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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一大早，王福满就起床了，以为今天天晴，就只穿了两件衣
服。从家到学校，他要走一个半小时，当天路不太好走，还摔了一跤。

到了学校才八点四十，经同学提醒，才知道自己“白了头”，“上学不
辛苦，同学告诉我头发白了，我就向他们做了个鬼脸。”考试时间是九
点，班级监考老师看到“白了头”的王福满，就拍下了那张“冰花男孩”的
图片，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心疼”。

王福满很自信自己的数学成绩，“在班级排前三”。之前的期末一数
学考了99，期末二数学考了98，语文相对弱一点。“我要考一个好大学，
长大想当警察和科学家，可以保卫国家。”

领导记者都来了，才知道小满火了

王福满今年8岁，是一名留守儿童。父亲王刚奎还是1月9日下午才
知道自己的孩子“火”了，“很多记者来到我家里，后来领导也来了，我才
知道小满火了。”

随着新闻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冰花男孩”小满，而身处
舆论热点的小满却非常平静。1月10号，小满已经考完期末考试，就在家
里煮猪食，喂猪，和平时一样。

1989年出生的王刚奎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已经近四个多月没回
家，因为年底将至，准备回家过年，顺便收拾一下屋子，准备一下年货。

“我文化水平低，但我年轻身体好，能在工地做苦力，之前在昆明工地
上，百十元一天，平均下来每个月有两千多。”

除务工收入之外，王刚奎家里还养了两头猪，“都是一百多市斤的
白猪，准备过年杀一头。平时猪都是孩子帮着喂。”

最缺钱和棉衣 一定好好学习

10号的转山包村依然很冷，家里有火盆，忙完的小满和父亲围着火
盆烤火，打给王刚奎的电话也一直没有停过。

“有很多人要给小满捐东西，也问我要了地址和联系方式，我也给了，
现在还没有收到捐助，很感谢想帮助我们的人。”王刚奎说。

“家里很冷，我最缺的是钱和棉衣，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一定会好好
学习。”小满说。

考完试的小满已经放寒假了，王刚奎准备过完年再去昆明找工作，
“一年比一年好，政府也一直在关心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王刚奎说。

据了解，目前王刚奎一家虽然住在土房子里，但是新房已经盖好
了，“政府给了我们部分资金帮助我们盖房，现在欠着一点债务，但以后
慢慢就还清了。新房现在没钱装修，还没通电，通电了就能搬进去过年，
到时孩子上学也近得多了。” 据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

近日，一位微博认证为“北京
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
晴”的女律师，忽然“走红”网络。

在她的朋友圈和微博中，出现
大量炫富言论，这些言论被网友截
图，很快在网上发酵。（左图）

言谈中，她时常提及自己身穿
奢侈品牌服装，自称信用卡月账单5
万多；相亲对象年薪40万被她不屑
一顾；多家上市企业股东对自己苦

苦追求……在张晴的朋友圈和微博
账号上，红星新闻记者看到大量炫
富的内容。但有网友发布截图，自称
截自张晴的二手用品交易平台账
号，在一条奢侈品牌项链交易中，网
友描述称“不是正品。”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位处
在舆论风口的女律师，其微博认证
信息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律师张晴”。

红星新闻记者向北京市盈科
律师事务所核实情况，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律师张晴在盈科律所的深
圳区。红星新闻记者多次致电盈科
深圳，并多次拨打张晴本人手机，
未得到回复。

红星新闻记者从广东省律师
协会了解到，10日，广东省律师协
会已经向深圳市律师协会传达了
一份处理函，请深圳市律协就张晴

在网上发表的言论进行调查。
广东省律协纪律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对于网上言论内容的真
实性，都在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深圳市律师协会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确实已经收到由广东省律
协下发的处理函，并已经展开内部调
查，“我们的调查，从立案到听证等，
会经过好几个程序，目前调查还在进
行中。” 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我要考一个好大学，长大想当警察和科学家，
可以保卫国家。”

昨天，小满已经考完期末考试，在家里煮猪食，
喂猪，和平时一样。

新闻发出后，很多社会力量纷纷表示要帮助“冰花男孩”。
1月10日，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组织和带

领青年志愿者，深入“冰花男孩”所在的学校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
及附近高寒山区学校，送去了“青春暖冬行动”所募集的首批10万元网
友的爱心捐款。

1月10日，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举行了简朴温馨的资金发放仪式，为
在校的81名学生，每人现场发放了500元的第一批“暖冬补助”。

当天中建三局昆明分公司为“冰花男孩”所在学校捐赠保暖衣服
144套、20台取暖设备也都在现场发放。中建三局昆明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徐向荣表示，在征得王满福父亲的同意后，将安排他在公司昭通
文体公园项目部钢筋组工作。“我们想将其培育为钢筋班组的班组长，
带动转山包村民的就业问题，变‘输血’为‘造血’，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据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

1 月 10 日下午 17 点 09 分，合肥铁路公安
通过官方微博“安徽铁路公安在线”发布合肥
女子阻拦高铁发车事件的最新情况通报。

情况通报称，1月5日16时44分，G1747次
列车合肥站准备开车时，旅客罗某（女）以等丈
夫为由，用身体强行扒阻车门关闭，不听劝阻，
造成该次列车延迟发车。公安机关对此开展了
调查取证。

1月10日上午，罗某到合肥站派出所主动承
认了自己的错误。罗某的行为涉嫌“非法拦截列
车、阻断铁路运输”，扰乱了铁路车站、列车正常
秩序，违反了《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77条规定，
依据该条例第95条规定，公安机关责令罗某认
错改正，对罗某处以2000元罚款。 据新华社

头发被冰花覆盖，像顶着一丛雾凇，脸庞被冻得通红，眼神中却透
着乐观调皮。

这两天，一张“冰花男孩”的照片传遍了朋友圈，一番“萌萌哒”的嘻
笑之后，许多人内心翻腾起辛酸和挣扎。

不少人被他冒着冰霜求学的照片所打动。不少网友民看到照片后，
纷纷表示要捐赠。 警方通报女子“高铁扒门”：

责令认错改正，罚款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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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网 友 心 疼 追 踪“ 冰 花 男 孩 ”
“萌萌哒”的嘻笑之后
是翻腾起辛酸和挣扎

“最想去北京 看看那里的学生”

女律师网上炫富 引起律协“关注”
在朋友圈和微博中出现大量炫富言论 深圳市律协已展开调查

“冰花男孩”新年愿望：

找钱
能给奶奶治病
还要好好读书

孩子的双手满是冻疮，一只小胳膊的下面是一张99分的数学试卷

旅客罗某以等丈夫为由，强行扒阻车门关闭

家门口的姐弟俩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志愿者为他戴上手套

“冰花男孩”
折射一个大问题

在校81名学生 获首批暖冬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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