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这个样子看上去
就是干活的呀！”

——9 月 7 日，陕西西
安的李先生在微博发文
称，自己穿迷彩裤进入方
所书店西安店时，被门口
的保安当作工地民工拦
下，并称其衣服像干活时
穿的衣服。李先生与保安
沟通半天才被准许进入。
该微博引发全网热议，许
多网友对此做法表示愤
慨。同日，涉事书店西安
方所文化运营发展有限公
司对此事作出说明并道歉
称，很抱歉给李先生留下了
不好的体验，后续会加强员
工培训，避免类似事情再度
发生。（摘编自《华商报》）

跟一句：以貌取人不
可取。

“抓我容易放我可就
难了，到时候你们可不要
后悔！”

——近日，河南省平
顶山市鲁山县让河乡曹某
刚到城关派出所报警：自
己被一名自称是离退休高
级军官张某朝诈骗10万余
元。接警后，民警经过调
查确定，这是一起冒充军
人的接触性诈骗，随后赶
到张某朝居住的宾馆，将
其抓获。面对民警，张某
朝一直叫嚣自己是一名高
级军官。目前，犯罪嫌疑
人张某朝已被鲁山县公安
局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摘
编自《大河报》）

跟一句：入戏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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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读关键词 亲子鉴定
了解事情真相，常需要专业鉴

别，司法鉴定就是其中一种。然而，
通过调换血样“造”出的鉴定报告，已
经成为“洗白”被拐儿童的一种手段。

本报讯 贵州遵义市正安
县一位老人买菜回家途中，被
一条流浪狗撞倒摔伤至十级
伤残，因此产生7万元左右的
损失。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
条无主狗，但当地居民万某长
期向该流浪狗投食。万某该
不该为伤者负责？

去年9月20日，遵义市正
安县 60 多岁的居民昝（音为
zǎn）某买菜回家途中，路边突

然跑出一条黄色土狗将他
撞倒。昝某入院后发现，其右
侧多发肋骨骨折，达十级伤
残。民警调查发现，这条土狗
原系流浪狗，但附近居民万某
长期向该土狗投食。

万某认为，自己只是投
食，并非土狗的实际主人，不
应该担责。双方协商无果，昝
某向正安县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即便该狗是流

浪狗，但万某未能认识到流浪
狗的危险性，采取了不当方式
进行投喂，使该狗对万某投喂
的食物产生了依赖，经常在附
近流浪，引发本次事故，判令
万某赔偿昝某6万余元。万某
不服，上诉至遵义中院。日
前，遵义中院法官对该案进行
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
调解，由万某赔偿昝某 4 万
元。（摘编自《贵阳晚报》）

流浪狗撞伤人，投喂者赔4万元

撒丁岛对游客带走沙
子进行重罚 一名法国男子
9月1日在意大利撒丁岛卡
利亚里机场被查出携带一
瓶装有将近2公斤沙子的瓶
子，被罚 1000 欧元（约合
8072元人民币）罚款。撒丁
岛以白色沙滩著称。不少
游客在那里度假后带走沙
子和贝壳，有人甚至在网上
出售。为保护当地环境，撒
丁岛当地政府2017年出台
法规，禁止采集、贩卖撒丁
岛沙滩沙子、鹅卵石和贝
壳，违者面临罚款，甚至可
能面临监禁。意大利警方
去年在撒丁岛例行检查时，
在一对法国夫妇汽车后备
厢内查获 14 个装有沙子的
塑料瓶，总重大约40公斤。
（摘编自《都市快报》）

76岁大爷勇救 200斤
溺水小伙 近日，在江苏省
兴化市，一名年轻男子游
泳时突然溺水。76岁的兴
化防溺水志愿者王向阳立
即跳入水中救人，由于溺
水小伙体重过重，差点把
王向阳带沉。所幸王向阳
下水时带了救生圈，在周
围人的帮助下，落水小伙
成功获救。据了解，被救的
小伙子20多岁，体重有200
斤。（摘编自《扬子晚报》）

近期，通过 QQ 群等送养
孩子的事件频频引发关注。
调查发现，送养孩子群中，除
了送养和领养的人，还隐匿着
不少黄牛，他们瞄准群里的非
法领养者，代办亲子鉴定，帮
领养的婴儿落户，收取少则八
千、多则数万元的费用。

领养的孩子被鉴定为“亲生”

在“未婚先孕互助群”送
养孩子 QQ 群中，成员们每天
讨论着孕期、价格等与送养相
关的问题。另一个讨论热烈的
话题，就是“怎么办出生证”。
因为是违法送养，领养家庭面
临给孩子落户的难题。当有人
抛出这个问题时，群里隐匿的

“中介”就会主动搭线。
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在

这个群里已经卧底两年。8月
下旬，他在群里询问“谁能办
证”后，马上就有多名群友发
来好友申请。其中一位昵称

为“知秋”的领养者，引起了上
官正义的注意。“知秋”自称在
今年4月从甘肃领养了一名女
婴。8月，她通过朋友联系到一
位司法鉴定所的工作人员，将
其领养的女婴鉴定为“亲生”。

“知秋”透露，她花3.6万元拿到
鉴定报告后，在重庆市渝北区
妇幼保健院给领养的女婴补办
了出生证明，并顺利落户。渝
北区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称，
确实为“知秋”的孩子补发了
出生证，查询档案也未发现办
证的材料、流程有问题。

不到现场就能在多地办理

通过“知秋”，有媒体记者
联系上代办亲子鉴定的男子。
该男子姓马，人在广州，微信名
为“马法医”，号称与全国大部
分地方鉴定机构有联系。

在“马法医”寄来的材料
中，有 3 份已经采集好血样的

“DNA 样品采集专用卡”。“马

法医”表示，鉴定人只需要在
血样袋上标注“父亲”“母亲”

“儿子”的地方，签上各自的名
字，并按下手印即可。

媒体记者写上 3 个假名，
将材料按照“马法医”提供的
地址，寄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
区某商品房小区。3天后，“马
法医”表示，司法亲子鉴定报
告已经出了结果，并提供可用
于在官方查询平台“广州公法
链”网上查询的“案号”。出具
报告的是广东华医大司法鉴
定中心。该中心工作人员也
证实了这份司法鉴定的真实
性，并称报告上的两名司法鉴
定员都是该机构持有执业证
的工作人员。

在网络送养、亲子鉴定相
关的社交群中，活跃着不少跟

“马法医”一样代办亲子鉴定
的人。他们都声称不用本人
到场，就能做出“亲生”的司法
鉴定报告，收费少则8000元，

多的要5万元。

不容忽视的鉴定乱象

在上官正义看来，通过调
换血样“造”出的具有法律效
力的亲子鉴定报告，已经成为

“洗白”被拐儿童的一种手段。
亲子鉴定的乱象曾引起

司法部的重视。早在 2016
年，司法部办公厅就发布过通
知要求：司法鉴定机构应当要
求当事人本人到场，在机构内
提取检材。当事人确有困难
无法到场的，司法鉴定机构可
以指派至少二名工作人员去
现场提取检材，其中至少一名
应为该鉴定事项的鉴定人。
此外，严禁司法鉴定机构通过
邮寄、快递等方式获取亲子鉴
定的鉴定材料，严禁委托其他
鉴定机构或其他单位、个人代
为提取鉴定材料，但这些要求
仍被一些鉴定机构无视。（整
理自河南都市频道）

本 报 讯
10 日上午，由
湖 南 省 教 育
厅、中南出版
传媒集团联合

举办的“老师您好”教师节公益
主题展暨主题列车发车仪式在
湖南长沙地铁湖南师大站举
行，以此向所有老师表达祝福。

“能将山里的娃娃送出
去，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是我最大的心愿。”9 月 10 日
上午，全国首列教师节主题列

车发车仪式上，57 岁的“首届
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卓德刚
表达了他的愿望。许多贫困
家庭因为他执着的坚守，实现
了“培养一人，脱贫一家”的小
梦想。今年 7 月，湖南省教育
厅推选出“首届湖南省教书育
人楷模”。为了让“首届湖南
省教书育人楷模”走进大众视
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以长沙
地铁为载体，打造了这列公益
主题列车。活动当天，中南传
媒·晨基金“童心连世界”爱心

图书馆援建项目还为麻阳县
谭家寨乡中心小学、双峰县特
殊教育学校各援建了一所图
书室，并捐赠图书。

本报向教师世家特别献
礼的活动也反响强烈，目前已
有20多位读者报名，礼物将于
近日寄出。湖南长沙76岁的
尚剑兴表示，他的孙女前年考
入东北师范大学，成为家族第
30名“准老师”，他希望教书育
人的精神能在家族传承下
去。（记者王宇 实习生陈桔蕊）

全国首列教师节主题列车湖南“造”

本报讯 近日，山东临沂理发师
大庆为农村老人理发的视频在网络走
红。视频中，他在玉米地旁、乡村院落
门口、乡间小路的蓝天白云下，为多位
老人修剪出整洁的新发型，再拍下一
张照片，用相框装好送给对方。大庆
表示，目前他已经为300多位老人理
发，未来他还想一直坚持下去。

32 岁的大庆是临沂市博轩美业
理发店的设计总监。他所在的美发店
从2008年开始就会定期去社区、敬老
院等地给老人义剪，所以他和老人打
交道也很自然。8 年前，他为父亲理
过一次发后，父亲特别开心，还主动要

求和他一起合影留念。他更加感受到
他人的关注在老人心中的分量。那
时，他便萌生出为农村老人理发的想
法。今年4月，大庆开始每周抽两天
时间去周边的乡村，为老人免费理
发。他至今还记得，8 月 17 日下午 4
点多，他已经打算收拾东西回家，有个
满头白发的婆婆从后面追上他问：“是
来照相的吗？”婆婆说这辈子没照过
相，大庆立刻以树林和蓝天为背景给
老奶奶照了一张照片。照完相，婆婆拿
着照片笑着说：“今天穿的小褂子还怪
好看。”这是大庆觉得自己的“服务”最
有价值的一天。（摘编自《楚天都市报》）

小伙免费为农村老人理发照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