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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网络热点 跳槽？走你！

所谓 人 网络红人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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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模仿航母指挥员动作的“ 航母Style”照片在网上热传，每一次转
发背后都满是自豪。作为人人效仿的对象，“ 航母指挥员”自然也成为很多
人向往的最佳工作———连指挥F1赛车的“ 棒棒糖男”也要来应聘。

最美交警长得帅站得高，还指挥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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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苏文俊 交警指挥
交通，最怕交通信号灯失灵。失去信
号灯的辅助，他们只能凭着目测来指
挥，保持道路畅通。11月28日晚，长沙
市金星路咸嘉湖路口信号灯故障造
成拥堵，这位长沙的交警干脆站上警
车车顶指挥交通，保证了道路的通
畅。照片被曝光到腾讯微博后，长沙
交警这一“ 非常规”举措感动了众多
网友，引来交口称赞。

交警灵机一动
当天，由于长沙市金星路咸嘉湖

路口信号灯故障，很多司机看不清临
时信号灯造成拥堵。

见此情况，一位交警把警车开到
路口中心，人站上警车车顶指挥，很
快恢复路口交通。

自称现场目击的网友称，信号灯
故障后，交通一度陷入拥堵。“ 这让
我想起以前有交警岗亭，人站上去能
看见远处的交通 状 况 ，也 方 便 司
机。”

为了让交通恢复秩序，这名交警
做出了平时难得一见的惊人之举。因
现在没有了交警岗亭，他干脆站到了
警车的车顶，开始指挥交通，“ 占领”
了十字路口的制高点后，行经路口车
辆就乖乖地遵守秩序，没多久路口就
畅通了。

从照片可以看到，当时天色已
晚，街上已经亮起了路灯。警车停在
十字路口中央，警察站在车顶举着手
指挥。从画面上来看，路口秩序较好，
车辆都能顺利通过，靠近照片右侧的
车道非常畅通。

据了解，这名交警是长沙市岳
麓交警大队五中队中队长彭星。当
时因为该处地势低洼，路口指挥效
果不明显，最后把警车开到路口中
心，站上警车车顶指挥，很快恢复路
口交通。

网友交口称颂
网友对交警彭星的敬业精神钦

佩不已，网友“ 没那么简单”表示：
“ 天黑路暗，警车踩在脚下，警徽闪

耀头顶！今夜，长沙交警你最美！”
“ 有这样的交警，还怕城市交通拥

堵？不过司机也要反思一下，为什么
一定要有人管才能 遵 守 交 通 法 规
呢？”

还有网友在称赞的同时还不忘
调侃几句，“ 难怪招聘交警，都挑一
些个头稍高一些的人，现在我总算明
白了。”

也有部分网友对交警的安全问
题表示了担忧，网友“ 哈尔滨啤酒”
说：“ 十字路口站那么高，万一转身
没站稳失足就危险了！”

交警站在警车上指挥交通。
微博截图

月书场e
“ 网事”并不如烟，每个月末，我们将以多种形式对当月的热点网络新闻进行盘点

□丁烨
还记得大明湖畔的“ e月书场”

吗？与诸位看官久别一月，甚是想念，
如今天气冷飕飕，看到众位心头涌上
一阵暖意。或许是冬天来了，11月份
的网络上，条条大路都充满着令人振
奋的温暖。

月初，两个孩子打动了漠然的我
们这些成年人。南京一个五年级的小
姑娘气愤于她的爸爸酒后驾驶，觉得
警察叔叔的罚款还不足以起到警示
作用，便勒令其老爸写下检讨书，一
式两份一份贴在家中天天“ 触目惊
心”，另一份由她亲自送到交警大队
让警察叔叔“ 狠狠处罚他，让他有个
深刻的教训”。网友说：生子当如斯。

几天之后，又冒出了一位“ 深明
大义”的“ 小棉袄”。扬大附中的小
徐同学因为刮擦了一位车主的后视

镜，主动在寒风中等待车主，并留下
了一张交代责任并道歉的纸条。在

“ 留”与“ 溜”之间，是一个男孩本能
的选择，也是社会诚信的一面镜子，
而每个人都能从这面镜子中照出自
己的道德底线。

长春姑娘闫慧，她的妈妈被查出
罹患白血病，从第一次妈妈住院治疗
起，这个坚强的女孩挑起了照顾妈妈
的重任，并写了3万字的日记记录妈
妈与病魔抗争的点点滴滴。她说，她
要把所有眼泪哭干，这样再面对妈妈
时就可以忍住不流泪；她说，保不住
妈妈的头发，但要拼死保住妈妈的
命；她说，她不会向命运低头⋯⋯当
城市中的许多同龄人或享受着家庭
的关爱，或体验着初入大学的新鲜，
闫慧却在用所有的力气与命运搏斗，
并且不允许自己失败。

如此巨大的正能量犹如冬日的
一把生命之火，点亮了同样在为生活
而奋斗的人们。只要有爱，生命不息。

“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
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亲情的能量
巨大，但陌生人间偶然交汇的光芒正
像资深文艺老青年的诗句般，令人心
醉。本月，人文旅游摄影师林帝浣

“ 行走江湖”中留下的那些陌生人的
微笑牵动着我们的心。萍水相逢的陌
生人因为宇宙间最玄妙的“ 缘分”偶
然间有了交集，每一个留在图像中那
些发自内心的笑容是黑夜海上静谧
的微风，是流淌于心中潺潺的清泉，
温润着这个冬夜，让我们倍感温暖。

伟大的网友们还将眼光投注到
了鸟儿身上。一队上海网友取名为

“ 鸟哨在行动”，自发组团前去崇明
拯救落网鸟儿，不久之后，还有网友

因为关注到淘宝网上有兜售捕鸟工
具而前去投诉，尽管在目前的法规框
架下作出惩处仍然有难度，然而网友
们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正如本月微博上“ 冬季初临，温
暖传递”活动所号召的那样，这个冬
天我们需要彼此取暖。在网络上，我
们戏谑、我们反讽、我们以叛逆的姿态
挑战权威、质疑正统，我们似乎无所畏
惧。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些与我们一样
的“ 草根” 身上那些耀眼的光芒、物
品，我们的眼中却噙着泪水，我们的心
中满是柔软，因为我们有“ 爱”。

话说回来，各位看官跟前的茶都
凉了，本月的书场也暂告段落。玛雅
人预言12月21日大家统统要“ 翘”
掉，实在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21日
大家都还在，12月底请务必再来书
场，记得早点来抢个好位子。

以前叫“ 好人好事”，现在叫“ 正能量”⋯⋯

11月23日本报B07版以《 看了这
玩意儿，你还信星座排行榜吗？》为
题，报道了网络上那些热火朝天的
星座排行榜“ 内幕”，一个“ 星座排
行生成器” 不禁让人大跌眼镜。原
来，一些看似充满神秘的排行榜只
是电脑软件随机的结果。

在此之后，网络上出现了网友
们的一片质疑声：“ 瞬间感觉到被骗
了的感觉”⋯⋯

以娱乐为目的星座排行榜是不是
耍流氓？著名占星师沙沙笑称：“ 这大
多都是以娱乐为目的。这对真正研究
星座的人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有些
排行榜甚至就是骗粉丝的一种手段。”

对于网友们信以为真的那些排
行榜，在她看来星座排行是一个复
杂的事，要甄别也是一个“ 技术活”，

“ 批量产生的排行榜都没有什么特
殊针对性，比如有些道理你读着放
在每一个星座上似乎都可行”。

记者在微博上寻找了一些经常
发布星座排行榜的博主，并逐一向
博主发去私信询问，他们发布的星
座排行榜是否使用星座生成器随机
生成的？如果不是，其来源和依据是
什么？

以下是他们的回复：
@星座命理大师：......
@星座命理专家：......
@星座运势达人：......
@天生爱星座：......
@宅女爱星座：......
@星座秘语：......
@心语星座：......
@哲言心语：......

⋯⋯
也许他们每天要回复太多私

信，也许他们十分厌烦记者的问题，
也许他们⋯⋯反正十几位博主，没
有一个回复过一句话。

见习记者 吴嘉川

鸟叔上春晚
1分钟要10万？

“ 据 爆 料 ： 凭 一 曲《 江 南
Style》风 靡 全 球 的 韩 国 明 星‘ 鸟
叔’朴载相，近日接到春晚邀请。

‘ 鸟叔’给出的最新演出费1分钟
10万元。”爆料人称，该条消息来
自“ 手机微娱乐”。经查，“ 手机
微娱乐” 并未发布过有类似或相
关微博内容。

肯德基养鸡
拔苗助长？

其实，目前世界商品肉鸡大部
分都在42-48日龄出栏，45日左右
最常见。这是靠品种选育、严格的饲
料调配和饲养管理实现的。我国
2005年修订的《 商品肉鸡生产技术
规程》规定肉鸡在6周龄（ 42天）的
体重指标为2420克，可见45天出笼
并不短。 记者 苏文俊

11月8日，本报B07版报道了
“ 一位18岁女生写下三万字抗癌日

记感动网友”的故事，她那句“ 妈
妈，我会拼死保住你的生命”让不
少人流下眼泪。冬天的脚步临近，这
一个月闫慧说渐渐有些冻人了，站
在公交车上准备去医院看妈妈的
她，再次向记者说起了自己和妈妈
的近况，说起那些眼泪与开心，她声
音依旧温柔。

记者：又过去了一个月，你妈妈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闫慧：妈妈这次回医院查骨髓，
白血病细胞达到30!，基因呈阳性。
医生说妈妈这是复发了，意味着现
在化疗已经治不好了，必须移植，但
风险很高。

记者：妈妈自己知道病情吗？
闫慧：没有告诉她有多严重。主

要的是，我们没有钱做移植。
记者：你曾经告诉过我，你找了

一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怎么样了？
闫慧：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

第一份因为离家远辞了。这份离家
近了，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家，但工资
低了，现在试用期一个月也就1800
多，还不算扣掉保险的钱。

记者：上周我听说你的钱包掉
了，也损失不少现金。

闫慧：是啊，一千多元 呢 ，而
且我现在收入低了，妈妈每月口
服的药由依玛替尼换成了达沙替
尼，价钱从1450元涨到了1850元，
所以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她一
瓶药钱。我愈发觉得自己需要找
一个工资高离家近的工作了，可
是⋯⋯唉！

记者：你的日记里总是充满了
自我对话，有时候常常看到你自己
对自己的鼓励，最近有遇到什么烦
心的事情？

闫慧：我唯一心烦的就是筹不
到妈妈的手术费，只要有钱，就能解
决一切问题。但是妈妈乐观的心态
也提醒我千万不能放弃。

记者：据我们上次聊天过了没
几天，期间有开心的事吗？

闫慧：有啊！我姐逃课来北京
了，我俩瞒着我妈，我姐下了火车直
接去的医院，把我妈逗得一愣一愣
的。但是她真的很开心，她开心我就
开心，这样白天我姐在医院陪我妈，
我上班也特放心。

见习记者 吴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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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博客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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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排行榜真的是“ 耍流氓”？

妈妈的病复发了
我的钱包丢了⋯⋯

余儒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