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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读关键词

冒名顶替

交接档案时发现学籍被冒用

己的。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被
人冒名顶替上了学。
2018 年 7 月，陕西吴起县
杨 登 科 称 ，经 过 多 方 协
杨登科举报称，自己 1999 年 调，县人事局接收了他的学籍
初中毕业后，在家等延安农业 档案，但至今未得到安置工作
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一直没 的机会。此后 12 年，
他多次与
收到。以为自己没考上，他便 冒名顶替者黄世权（后改名为
选择继续读高中。2002 年，
他 “黄登科”
）沟通并向多个部门
高中毕业，考上杨凌职业技术 反映，
但收效甚微。
学院，办理户籍迁移手续时，
经杨登科举报，2018 年，
得知自己的户口已于 1999 年 黄登科被开除公职、
开除党籍。
8 月迁往延安农业学校。当
时，他不知道利害关系，只按 向冒名者和涉事单位提出索赔
要求回村上开证明，重新上了
去年，杨登科将黄登科及
户口。2005 年，
他在县人事局 其父亲、原延安农业学校、吴
交接档案时得知自己无初中 起县教育局等诉至法院。
学籍，而且有个“杨登科”在乡
杨登科的起诉书显示，黄
镇工作，
“杨登科”档案里的照 登科通过违法手段获取原告录
片、姓名以及户口信息都是自 取通知书、
户籍资料、
学籍档案，

陕西男子 20 年前学籍被
冒用，
向冒名者和涉事部门索
赔百余万元。冒名者称，
自己
工作没了，
也是受害者。

冒用原告身份上中专并获得工
作分配，
其余各被告工作人员或
利用职务便利协助，
或在工作中
违反规定疏于监督检查导致黄
登科侵权行为顺利实施，
依法应
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杨登科诉讼请求，判令黄
登科停止冒用原告身份信息
及学籍档案的行为，并向原告
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判令各被告归还并恢复原
告初中档案及中考档案；判令
各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
失共计 1832412 元。
冒名者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黄登科表示已收到法院传
票，
自己老家是甘肃农村的，
当
时知道吴起县经济情况比较

暖新 闻

好，家人就想让他转到吴起上
学。家人当年与杨登科的家人
以1000元协商借用学籍，
后又
给了2000元，
等于这个学籍是
花3000元买来的。
“当时我十五六岁，也是
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我当
时毕业后并不是包分配的，打
工一年多，通过考试才进入乡
镇的。
”
黄登科称，顶替学籍实
际上并没有影响到杨登科的就
业，杨登科毕业后没有通过县
上 的 考 试 ，得 知 自 己 当 了 领
导，就跑过来找自己，
“当时说
要花 30 万到 50 万解决，
几次
沟通都无果后，
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因为此事，
我被开除了，
十
几年的辛苦一下子成零”
。
（摘编
自《华商报》
）

微信回复
“嗯”
引发社交礼仪争议
本报讯 近日，有女子在 公司工作，当时老板询问次日
网上发帖称，自己微信回复了 行程安排是否妥当，发帖人回
老板一个“嗯”，结果被老板批 复了一个“嗯”字，结果被老板
评：
“ 和领导和客户都不要回 批评。此事引发讨论，有人认
复‘ 嗯 ’，这 是 微 信 的 基 本 礼 为老板没有错，也有人称老板
仪。”姑娘说：
“ 我感觉没有得 “小心眼儿”
。
到尊重，
打算月底离职。
”
北京公务员艾琳表示，社
发帖人目前在浙江一家 交媒体有一套话语规范，用词

和平时见面说话并不一样。
姑娘微信回复了老板很多生
活中的词汇，在社交媒体上都
会有别的意味。例如，呵呵，
生活中就是笑，但在社交媒体
上意思是“一言难尽”，可能带
着鄙夷的冷笑。又例如“哦”，
生活中就是好的意思，但社交

媒体上单独回复一个“哦”，就
会被认为在表达不高兴，观感
不好。
“ 嗯”比较特殊，有的人
觉得没问题，
习惯打一个
“嗯”
，
有的人就会觉得太冷漠、没礼
貌。会传递出什么效果，全看
接 收 的 人 怎 么 想 ，能 不 能 理
解。
（摘编自《金陵晚报》
）

爱心代购员为老人送
货上门 湖北武汉洪山区
武铁佳苑社区，有几十位
行动不便的残疾、高龄和
孤寡老人，外出购物十分
艰难。社区工作人员鄂小
莉了解到此情况后，组建
了由社区工作人员、楼栋
长和社区党员代表组成的
爱心代购员团队，主动上
门为老人服务。从最基本
的“爱心代购”送货上门，
到服务老人的各种需求，
还上门接送老人参加社区
活动。平时老人家需要什
么，只用打一个电话，代购
员就会买好送上门。
（摘编
自《楚天都市报》
）

一语

惊人

“110 吗？我在酒店被
蚊子咬了！
”
—— 近 日 ，浙 江 杭 州
塘栖派出所接到电话，报
警人称在塘栖一家酒店足
浴部消费时，发现左手被
蚊子咬了 3 个小包，
与酒店
工作人员发生争执遂报
警，要求警方督促足浴店
带他去检查身体。
（摘编自
《钱江晚报》
）
跟一句：
小题大做。

为
“增肥救父”
少年拼命吃饭
本报讯 一天吃五六顿饭，
三个月
增重 10 多公斤……河南辉县一名 11
岁的少年，曾因突然变胖遭到同学嘲
笑，但他想赶快长胖只是为了达到体
重百斤的标准，
向父亲捐献骨髓，
挽救
父亲的生命。
这名 11 岁的少年叫路子宽，家住
辉县西井峪村。2011 年，路子宽的父
亲路炎衡突感身体不适，随之而来的
还有心慌、流鼻血等症状。刚开始以
为是劳累过度，并没有放在心上。后
来，因病情加重，去医院检查，得出的
结果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俗称
“白血病”。去年 8 月份以来，路炎衡
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生建议尽快进行
骨髓移植。路炎衡的妻子、妹妹和儿
子先后和他进行骨髓配型，只有儿子
路子宽与他配型成功。
起初，路炎衡拒绝儿子为自己捐
献骨髓，妻子更是难过得默默流泪。
全家人只有路子宽稍乐观一点，他知
道自己可以救父亲了。经医生反复劝

导，向夫妻俩讲解捐献骨髓对子宽不
会造成什么影响，最终，路炎衡同意
了。可新的麻烦又出现了，还不满 11
周岁的路子宽体重只有 30 多公斤，而
医生表示，骨髓干细胞移植对捐献者
的体重是有要求的，一般体重不能低
于 50 公斤。
为了救爸爸，
路子宽开启了
“增肥
模式”，吃，拼命吃！这 3 个月来他拼
命吃饭，从原来的 60 多斤增加到目前
的 86.9 斤，但他还希望自己能尽快再
胖一些。以前，
常有同学和他开玩笑，
但他不以为意，反倒为自己的增肥骄
傲，
因为他变胖是为了救爸爸，
自己越
胖越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的王志东医生表示，在骨髓移植手术
中，一般要求捐献骨髓的当事人和病
人之间的体重差距不能太大，通常捐
献者体重能达 100 斤以上，才是比较
理想的，否则捐献者身体可能吃不
消。
（摘编自《大河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