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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
罗日洪
退伍军人勇斗歹徒救护士

6月 6日，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发生
一起故意伤害事件，一名 19岁的实习护
士测血压时，被一住院患者突然压在床上
刺伤颈部。同病房的江西籍退伍军人罗日
洪见状立即对行凶者进行了制止，在与行
凶者搏斗了近 20分钟后，他身中 6刀仍
缠住行凶者，不让其对护士进行二次伤
害，直到医院安保人员赶到将行凶者制
服。目前，罗日洪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由
于血脉被割断，下巴的肌肉出现坏死，有
些部位无法供血，需要二次植皮。他说：
“根本没多想，这种事看见了必须要救。”
（江南都市报）

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6.7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 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改取得阶段
《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 性成效，公共卫生、疾病防控、医疗卫生服
公报》称，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 务能力逐步提升，生育服务管理、中医药等
命达 76.7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6.8‰， 工作得到加强，综合监督水平不断提升。
公报显示，截至 2017年底，93.9%
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19.6/10万，我国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 的城市公立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公立
医院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得到有效控
入国家平均水平。
专家指出，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 制。与上年相比，医院次均门诊药费下降
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居民健康水平的指 1.8%，占比下降 2.8个百分点；医院人均
标，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生活质量的高 住院药费下降 7.1%，占比下降 2.5个百
（新华社）
低。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卫生健康部门积 分点。

热词
微信代付

亲属卡功能可设支付限额

近日，微信悄然上线了“亲属卡”
功能，目前部分微信用户可以使用这
一新功能。用户可通过在微信上给父
母、子女开通（赠送）亲属卡，对方使用
亲属卡消费时，消费资金将自动从代
付方的支付账户扣除。简单来说就是：
父母、子女消费，你买单！

亲属卡目前最多可赠与 （开通）4
张，父母各一张，子女两张。消费额度
由代付方设置，可以修改，每月最高
3000元上限。改功能可用于大部分支
持微信支付的消费场景。暂不支持红
包、转账、理财、委托代扣使用。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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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

运营商“影子服务”
偷走你的手机话费

近日，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公布了一
系列电信“影子服务”侵权案例，深圳的消
费者杨女士致电中国电信客服投诉称，从
2017年 11月份开始，自己在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连续 4个月被扣了两项服务收费，
包括七彩铃音月使用费和七彩铃音 SP彩
铃通讯费，每月共计 15元。经过反复沟
通，客服最终同意取消，并承诺返还之前
多收取的费用。像杨女士这样被悄悄扣费
而毫不知情的情况被称为“影子服务”。记
者在采访时发现，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的
情况下，电信业仍存在“影子服务”，并频
频侵犯消费者权益。
（经济日报）
【网友议论】
恨世生：对这种现象已经麻木了。
孤独的美食家： 彩铃啊，太具有代表
性了。
Z：“影子服务”的问题，用户比谁都清
楚，但还是防不胜防，我们想知道的是如
何解决这一问题。
男生高考后放纵过度
疯玩 3 天 3 夜昏倒

18岁男生小海今年参加高考，从 8
日考完最后一场后就开始疯玩。当晚同学
聚会喝了一箱啤酒，9日凌晨才回家。接
着又玩游戏，打了几个小时后，又约朋友
踢球、桌游、喝酒……11日早上，小海觉
得头昏眼花站不稳，最后昏倒送医。武汉
市武东医院心理科主任赵孟表示，放纵心
理是考生释放压力一种应对方式，但是毫
无节制的放纵行为，不但无助于消除应激
状态，还可能加重已有的心理问题，甚至
给身心健康带来新的危害。家长应多参与
孩子的暑期计划安排。 （武汉晚报）
【网友议论】
心灵：最好的减压方法就是先好好睡
一觉！
愚也愉： 还是要适度放松，毕竟以后
玩的时间还有很多。
那一天： 我还有 723天高考，要引以
为戒。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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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想破坏张家界景区风
貌，因此希望建造一座能够“融入
景色”的桥梁。

’

——
—位于湖南张家界大峡谷景区
的玻璃桥在 12日举办的国际桥梁大会
上斩获阿瑟·海登奖。国际桥梁大会自
2003年起每年颁发阿瑟·海登奖，表彰
带有创新元素的特殊桥梁建筑。张家界
大峡谷景区董事长陈志冬说，建造玻璃
桥的想法始于 10多年前。

‘

得益于持续的好评，来咨询
的人越来越多，截至目前我们已
经提供咨询超过 25万人次。

’

——
—情感困惑、职场焦虑……越来
越多人面临各种烦恼无处倾诉，甚至有
自杀倾向。2016年，一群心理学博士开
了一个淘宝店，提供线上心理咨询服
务，被称为网络版“解忧杂货铺”。两年
时间，他们直接挽救了 37个生命，20
多万个灵魂在这里倾诉苦恼。

‘

哈佛试图创建一个多元化的
学生群体，招生中考虑多种因素，
哈佛的做法既合法又公平。

’

——
—美国“学生公平入学”组织将
于当地时间 15日递交法庭文件，指控
哈佛大学在录取时歧视亚裔学生。该
校即将卸任的校长弗斯特 12日在一
封电邮中对此事做了回应，称该组织
所谓的招生歧视是“不准确的”，坚决
维护哈佛的招生政策。

4700

数字

万人次

记者 13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为期 4天的 2018年端午假期铁路旅客
运输将于 6月 15日启动，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 4700万人次。其中，6月 16日
将是端午小长假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
旅客 1330万人次，比去年最高峰日增加
102万人次，同比增长 8.3%。
红糖馒头不放红糖放酱油
浙江警方历时半年，破获了一起“红糖馒头”案件，打击摊位 37个，刑拘 41人，
涉案金额高达 300余万元。被查获的红糖馒头里不放红糖，不法商家为了让馒头色
泽好看诱人，加入了酱油，最后用甜蜜素遮盖酱油的味道。甜蜜素是一种非营养型合
成甜味剂，消费者如果经常食用甜蜜素含量超标的食品，就会因摄入过量，对人体的
（杭州日报）
肝脏和神经系统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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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据湖北省公安厅 13日公开通报，
为了有效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今年以
来，湖北各地公安机关多警种协同作
战，网上网下联动打击，已封堵境外赌
博网站 63个。

0.9

吨

12日，一架长近 20米的纸飞机在
美国马萨诸塞州菲奇堡市机场亮相，有
望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最大
纸飞机。美联社报道，这架纸飞机长
19.66米，重 0.9吨，由数千名艺术家、
工程师、学生和普通市民共同设计、制
作和装饰而成。

18

岁

13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
了《民法修正案》，日本的法定成人年龄
将由 20岁下调至 18岁。法案允许年满
18岁的日本公民不经父母的批准和担
保结婚。此前的日本法律规定，不满 20
岁者只有得到父母同意才能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