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山東省濟南歷下區和平路上，新安裝了
100多個垃圾箱，每個價值720元人民幣，要問
為什麼這麼貴呢，是因為，這個垃圾箱多了一個

特殊的功能，上面多了一個溫度計，這可夠「高大
上」（指高端、大氣、上檔次）的，而此舉也引起了
不少市民的熱議。

有市民認為這是很人性化的設計，也有不少市民認
為，垃圾桶上裝溫度計除了感到新鮮，實際作用不大。

每個價值720元
歷下城管部門相關負責人說，安裝溫度計是為了讓

居民和清潔人員參考，也為市民服務。
據了解，在陽光曝曬下，垃圾箱上的溫度計顯示溫

度都接近攝氏50度，與
實際氣溫差別較大。還有
市民直指，在太陽曬不
到、空氣流通的地方氣
溫，才是真正的溫度，
「 在 陽 光 底 下 到 了 40
度 ， 50 度 甚 至 都 可 能
到」。

據生產廠家解釋，這些
垃圾箱每個價值720元，
溫度計不準可能是「設計
得不太完美」。■齊魯網

有網友近日爆
料，四川眉山青神
縣岷江東岸的中巖
寺旁附近一戶農
家，收養了三隻小
貓頭鷹，牠們看上
去神似曾經風靡一
時的遊戲「憤怒
鳥」。
據農戶講述，約

三個月前，曾在山
林中偶遇成年貓頭
鷹在與鷂子（雀

鷹，屬小型猛禽）格鬥中殞命，留下三隻剛出生不久
的貓頭鷹幼鳥；無奈之下，只能將牠們帶回家中，精
心飼養。「每天都要用切爛的魚鰓和內臟餵養，現在
牠們已經有三個月大了。」對此，大多網友對小貓頭
鷹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時也對農戶的好心點讚；也有
網友看過照片後表示：原來「憤怒鳥」的原型是貓頭
鷹啊！ ■記者劉銳四川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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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酉陽八歲女童小鈺剛出生時，家人就發現她
的手腳異常，「兩隻手的小指旁都有一根很小的骨
頭，和小指之間有一層皮連着；腳上的大腳趾、第
二趾、左腳第四趾一個地方長了2根腳趾，雙腳加
起來一共有15根腳趾。」她的媽媽劉女士說。

劉女士介紹，隨着小鈺漸漸長大，她還發現小女
兒嘴也有畸形，牙齒是向外長的，說話發音不準。

由於有15根腳趾，小鈺的鞋成了問題。劉女士給

小鈺買鞋，要買比小鈺的腳長4至6公分的才行，夏
天是最常見的大頭洞洞鞋，冬天就買大號運動鞋。

也由於這雙腳，小鈺上學都要走很長時間。學校
離家有段距離，按照大人速度，一般要走半小時，
而小鈺要走兩三個小時。劉女士說，女兒走路不
穩，同學一碰，她就會跌倒。

今年8月，小鈺在媽媽的陪伴下，來到重慶醫科大學
附屬兒童醫院看病。經過檢查，醫生確認小鈺患的是口
面指綜合症。這是一種先天病症，包括先天性雙足多趾
伴並趾畸形、先天性雙手小指發育不良伴多指畸形、先
天性二度顎裂、先天性牙缺失、舌繫帶過短等等。

本周一，燒傷整形科副主任田曉菲主刀，為小鈺
進行了雙足多趾切除整復術。手術非常順利，目前
小鈺精神不錯。 ■實習記者張馨月重慶報道

隨州二中校門口宣傳板上日前貼上規範學生髮型標
準的通告，十分引人注目。通告中有8張圖片，4

張女生髮型圖，4張男生髮型圖，分別展示了女生長
髮、短髮和男生短髮的正面、後面髮型標準。

支持者：不能太另類
通告同時要求，男生不留長髮，不剃光頭，做到前不

掃眉、旁不遮耳、後不過頸，不得過厚，不得燙髮染
髮，不得留怪異髮型。要求女生髮型前額劉海不過眉，
後髮過肩者不得披散髮，髮型自然、大方、整齊，不得
染髮燙髮，不理碎髮，不梳怪異髮型。

制定髮型標準，規範學生髮型，學生自己怎麼看？高
二男生楊同學就是按這個髮型標準理的髮，頭髮短而精
神，看上去很清爽。對這種做法，李同學表示支持，
「學生就要有學生樣，不能太另類」。

不過，在學校裡，也看到有男
同學頭髮遮住耳朵和眉毛，他們
對學校推行標準髮型表示不贊
成。一名男生說，只要安分
守己好好學習，學校對學生
的個人打扮不應過多干涉。
「整潔大方、樸素得體的裝
扮，才符合中學生身份。」

校方：不是硬性規定
該校辦公室主任曾凡強介紹，很多中學生趕時髦、圖

虛榮，喜歡盲目模仿。為了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生活習
慣，學校參照其他地方的做法，將標準髮型圖張貼出
來，學生有了參照標準，一看就能明白，學生可以參
考，並不是硬性規定。

除了規範學生髮型外，為了引導和教育學生，體現青少
年朝氣蓬勃、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學校還制定了學生儀
容儀表規範，要求學生不佩戴耳環、戒指、項鏈和手鐲等
飾物，不穿着奇裝異服、背心、拖鞋進入校園，嚴禁女生
穿高跟鞋和吊帶裝、露臍裝、低腰褲裙等服裝。

山
東

在河南省洛陽市西大街一座老宅門前，11日晚
昏暗的燈光下，兩名身穿清朝服飾的「殭屍」雙
臂前伸靜靜地立在青石板路上，嚇得不少路人紛

紛避讓。
據觀察，兩個殭屍的裝扮「惟妙惟肖」：眼圈被塗

成了黑色，臉也被抹的「慘白」，頭戴清朝官帽、身
穿清朝官服，腳蹬黑色「官靴」，長長的辮子垂在身
後。「殭屍」並不與人交談，只是用手比劃，表示自
己聽不見也不能說話，並伸出雙手用兩個食指比了個
「十」字。「他的意思是合影十元。」旁邊一名中年
男子說道。

一些年輕人對此裝扮表示了濃厚的興趣，甚至有人
表示以後也可以這樣模仿一下。但也有市民對扮「殭
屍」合影賺錢的做法並不認同：「如果老人和孩子被
嚇到了，肯定不好。」

據了解，由於附近居
民對此行為十分不滿，
第二日晚上「殭屍」並
未再次出現。

■記者金月展、
實習生李藝佳 洛陽報道

「「清朝殭屍清朝殭屍」」驚現洛陽街頭驚現洛陽街頭 合影賺錢合影賺錢
河
南

女童長12手指15腳趾
動手術矯正

川農收養貓頭鷹 神情似「憤怒鳥」

學生學生：：勿過多干涉勿過多干涉
湖北省隨州市一家高中特地制定學生髮型標準，張貼在學校門口宣傳板

上，以規範學生髮型，幫助學生規範儀容儀表，引起學生熱議。雖然有學生

支持，但亦有學生認為，學校對學生的個人打扮不應過多干涉。 ■荊楚網

鄂高中規範髮型

■老宅前的殭屍。
網上圖片

■■小鈺手術前展示雙手的小鈺手術前展示雙手的
1212根手指根手指。。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貼在校門口的髮型標準通告貼在校門口的髮型標準通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溫度計裝在垃圾箱溫度計裝在垃圾箱
的頂部的頂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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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中文國際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0 中文國際
2:15 快樂驛站
2:25 中文國際
2:27 電視劇 神探狄仁傑
3:12 電視劇 神探狄仁傑
4:01 電視劇 神探狄仁傑
4:48 中文國際
4:50 中文國際頻道特別節目

中國古樹2013 6
5:00 中國新聞
5:10 中文國際
5:15 遠方的家2014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雙語劇場 第五空間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體育在線
10:45 快樂漢語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2014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2:56 中文國際
1:00 中國新聞
1:10 中文國際
1:15 百家講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