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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红

B 站：审查境外剧 合规将恢复上线

回应公益照被制成表情包

就近日网友反映较多的“境外剧下
架”现象，总部位于上海的哔哩哔哩网
站（简称：B站）16日回应新华社记者
称，目前网站业务运营正常，正在进行
影视剧的审查，符合规范的影视剧未来
将逐步恢复上线。
自 13日起，有网友发现 B站大量境
外影视内容视频处于“下架”状态。网站
在随后的回应中称：
“为了维护网站内容
的规范性，我们将对网站内的影视剧内
容进行审查工作。在审查期间，部分影视
剧可能出现无法访问的情况。审查结束

后，不符合规范的影视剧将被下架处理，
符合规范的影视剧将逐步恢复上线。”
今年 6月 30日，中国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
核通则》。该通则表示，互联网视听节目
服务相关单位在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
核方面，应坚持先审后播和审核到位原
则。数据显示，目前 B站月均原创视频
超过 30万条，有超过 1.5亿活跃用户，
超过 100万名活跃“UP主”（上传用
户），原创内容占全站内容的近七成。
（新华社）

热词

（晨报综合报道）

众议

清华大学 双休日节假日及寒暑假开放
为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科研和生活
秩序，规范校园参观活动，清华大学校
园综合治理委员会审议决定，校园参观
开放时间为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及学校
寒暑假（具体日期见学校公告）。寒暑假
集中开放期间，每周一不对外开放。如
遇校内有重要活动或极端天气（如雨
雪、大风、高温、雾霾等），暂停校园参观。
开放日入校时间为上午 8时 30分，下

午 1时 30分；上下午截止时间根据每
日进校参观总人数动态调整。
公告还表示，清华大学为重要的教
学科研单位，非旅游景点，不向任何机
构和个人收取参观费用。禁止各类车辆
违规揽客、非法经营，禁止商贩兜售纪
念品等各类商品；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
违规带人进校参观。
（晨报综合报道）

读图

20 万捐款变 2000
主办方称支票是道具

近日，河北邯郸新愚公希望小学爱心拍
卖会上发生了一桩咄咄怪事：一家单位将写
有 20万元的现金支票模型送到校领导手
中，但事后仅捐款 2000元。当校长询问活
动主办方能否捐助 20万元时，得到的答复
是，“不可能，那是特意让台下观众看的”，现
金支票属演出道具，不应视为捐款。不少老
师获悉事情真相后感觉上当受骗，认为如此
“献爱心”不仅有悖社会公德，而且严重伤害
了众人的心。
（新华网）
【网友议论】
凤科的僵尸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八十八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
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
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
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良田晨希农场： 拿爱心捐款作秀，支票
成了道具，真不要脸！
每天都在哈哈哈： 不知道说什么好，能
举报他们诈骗吗？
毕业证出现编码错误
校方称设备故障导致

“我可能领了个假毕业证。”说这话的是
云南一所高校的毕业生。让他感到不可思议
的是，刚刚拿到手的毕业证竟然出现编码错
误。不少毕业生担心，毕业证编码错误可能
会给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带来麻烦。学校
对此事进行了调查，由于设备故障导致部分
打印的证书编号数字有误，但是学生登录学
信网可以查询到正确的毕业证信息。学院启
动应急处置，目前已完成了大部分证书的换
取工作，不影响学生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录用
资质审核。
（央广）
【网友议论】
纠结着起个啥名：为要考公务员事业单
位的同志们捏把汗。
dyouing：太坑了，邮费还是我出的。
沒錯我就是潔兒：我们毕业证还一拖再
拖，开始说 7月 1日发，又说 7月 15日发，
我可能读了个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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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艺人韩红现身某公益活动，提起
帮环卫工人扫大街的照片被制作成表情包
事件，她表示很失望，“没有人去深思，反而
做成动漫取乐，我感到悲哀。一些年轻人的
价值观正在扭曲。”去年，韩红带着张一山、
李易峰等演艺明星，凌晨 4点帮环卫工人
扫街，当时她提着扫帚的照片被制作成“韩
红听了都想打人”“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
小变漂亮”等表情包在网上流传。

北京晨报

‘

她问我的题目，我都做不出
来。不是题难，而是奥数班解题方
法不正常。

’

——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近日召开
的第二届科学教育论坛上，清华附中校
长、清华大学数学系原教授王殿军笑
言，女儿上了几次奥数班就被他喊停
了。他认为良好的教育不是要教给学生
奇怪的解题方法，这反而会让学生们思
维走歪了、兴趣学没了。

‘

谢谢中国网友把俄罗斯飞行
员想象得如此酷炫，可惜这些段
子多半是假的。

’

——
—7月 14日北京的一场大雨让
“所有航班都延误，只有俄航一家敢降
落”这一情节再次刷屏，诸如“飞行员个
个是开战斗机的”等说法也再度广而传
之。听到这些段子，飞龄已有 30年的俄
航飞行员安德烈·科罗里忍不住大笑。
他强调安全永远是比准点率更为重要
的指标。

‘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谁要是
把共享的单车占为己有，骑到家里
也藏不了，左邻右舍会说闲话。

’

——
—今年 5月，西南地区第一批
ofo小黄车投放到四川广元市苍溪县五
龙镇三会村，这是一项扶贫举措，也是
一次共享经济概念的“乡村实验”。两个
多月过去了，一辆车没丢，就连当地官
员也很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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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

15日，被创历史纪录洪峰穿洲而过
的长沙橘子洲恢复开园。橘子洲景区管
理处称，目前洲上设备设施以及景观质
量已恢复到受灾前水平，15日开园当天
游客量超过 1.1万人次。

420

公里 / 小时

告别贝雷帽！ 全军将换发新式军帽
经中央军委批准，8月 1日起，全军将统一换发佩戴夏常服帽。这是与夏常服配
套的新式军帽品种，男式为长檐帽，女式为卷檐帽，与被取代的贝雷帽相比，款式风格
与夏常服更加协调配套，更加符合中国军人的脸型和气质，能够更好满足官兵夏季佩
（解放军报）
戴需要。

2秒半便能提速到时速 97公里，世
界顶级品牌跑车布加迪近日发布最新
一款跑车，最高时速达 420公里，售价
高达 33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2235万
元），成为世界上最快且最贵的量产车。
目前，该车在全球仅销售 50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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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晨告
3D 游戏

七星彩

第 2017190 期中奖结果

8 8 3

第 2017082 期中奖号码
1 3 6 2 0 9 8

体彩排列 ３、排列 ５
第 2017190 期中奖号码

双色球
第 2017082 期中奖号码

排列 ３ 开奖结果：4 4 6
排列 ５ 开奖结果：4 4 6 7 0

红球号码：14 18 21 25 28 29
蓝球号码：10

■升降旗时间
今日降旗
明日升旗
明日降旗

■尾号限行
19：41
05：01
19：40

今日 2、7

明日 3、8

近日，丽江市旅发委发现新云岭旅
行社、恰和旅行社等 16家旅行社 127
名导游涉嫌违反省市相关规定，安排团
队进店购物。目前，丽江市旅发委及工
商、公安部门正在对涉事的旅行社、导
游、购物商家作进一步调查核实，一经
查实，将依法处理。

16

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经过几个月的审
判，当地时间上周五，26岁的加州圣何
塞一男子因杀害 21只猫被判处 16年
监禁。该男子曾在圣何塞一公园处对猫
进行多次跟踪、绑架和杀害。此案件在
美国保护动物人群中引起了极大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