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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国在外的手机控、资
讯达人来说，必要的时候不得
不接收邮件，发发微博或者看
看各种手机报。有些时候就会
忘记关闭流量，网上流传的在
国外，忘关流量第二天你的房
子就归运营商了，是不是这样

的呢？中国移动此次除了漫游
上网资费下调，还设置了费用
和流量“双封顶”。比如，在美国、
韩国等 3 元包 3M 的国家，当天
流量费 30 元封顶，当用户使用
流量在 30M 至 50M 之间不额外
收费，超过 50M 则暂停流量功

能，如仍想继续上网，需回复
短信恢复流量功能。客户当天

（北京时间）的流量费用累计每
达 100 元 时， 中 国 移 动 也 会 向
客户下发提醒短信。所以妈妈
再也不担心我出个国，房子就
归运营商啦！

比降温来的更猛
中国移动国际漫游资费大幅下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员 
吕三）湖南的季节几乎只有两个，
夏季和冬季，本地人总是这样评
价和吐槽当地的气候变化。所以，
当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湖南的气温骤然的从零上 27 度
降到了零下 3 度左右。大家总是

感叹，要是物价、房价能像温度
一样骤降，相信中国的幸福指数
一定也会骤然升高。在大降温的
同时仍然有暖心的消息，例如前
期一直在与国外运营商逐一谈判
的中国移动，最近带来了令人兴
奋的成绩。中国移动宣布国际漫

游资费大幅下调，降幅额度媲美
湖南的气温，其漫游上网流量套
餐资费低至 3 元起，我们或许也
可以像电影《等风来》的女主角
一样，在外国旅游实时的发微博
分享。

国际漫游流量、语音资费比温度降的要猛的多
春节时间因走亲访友没时间

出国的，都在等年后的旅游大淡
季，满大街的东南亚特价旅行团
让人砰然心动，可当你到了国外
后，看到流连忘返的美景时肯定
忍不住想用微博、微信跟朋友第
一时间分享，但想想国际漫游的
流量天价，只好望而却步！对于这
样煞风景的事，我们可以正式说

再见了！因为， 1 月 25 日起，中国
移动将对美国、韩国等 80 个热门
出访国家和地区实行漫游上网业
务新资费。用户在这些国家和地
区上网，每天使用流量 3M 以内
分别收费 3 元、6 元或 9 元，3M
使用完后流量包将自动叠加，与
过去相比，新资费覆 盖的 80 个
国家和地区的流量资费平均降幅

82%。另外，不仅仅上网资费骤降，
而且在外国打电话也变成了“平民
价”，资费统一调整成 1、2、3 元
三档超低价，其中 1 元区的国家
增加到了 8 个，2 元区 28 个国家，
而 3 元区则达到 206 个国家。从
此出门一卡行天下，到了国外第
一件事再也不是找电话卡了，只
需惬意的欣赏异域风情。

流量双封顶保障，房子和欢乐都是你的

奇葩！防火防盗还得防室友？

 “我的大学舍友勾搭上我爸
爸，现在怀孕就要生了！”女生
小 桃 2 月 12 日、13 日连 续 两 晚
在网上发帖讲述此事。据她陈述，
父亲在江浙老家开厂，家境不错，
大一时父亲在送她上学时认识她
的舍友，两人产生婚外恋后，父
亲就逼着母亲离婚。

小桃过年期间回了趟老家，
她从亲戚处获悉，父亲离婚后又
做了新郎，而“后妈”居然是曾
与自己相处最好的舍友李某。

遭遇到如此残酷的现实，想
不通的小 桃于是将家丑 发到网
上，还公布了“小三”舍友的 QQ
号和照片。

众多网友纷纷抨击此事，网
友“夏梦”称“不可思议”：“变
态的社会，扭曲的人性。””网友“笑
一肖”说 ：“舍友成‘后妈’，小
说都不会这么写啊！” 

珠 海 另一 位 律师 对小 桃的
行为表示，小桃曝光舍友照片和
QQ 号的做法似有不妥之处。

清华投毒，复旦下毒，南航刺杀……发生在校园里
的那些案件还在繁衍，背后都指向一个人：室友。而如
今，还有这么一个室友，瞒天过海成了同学的“后妈”，
真是“毁三观”啊！难怪网上有人调侃：防火防盗防室
友！让人嘀笑皆非，但也让人哭笑不得。马上又到开学
季，学生们的宿舍生活、人身安
全以及人际交往再次受到广
泛关注。

曹某说，她从没想过害任何
人，而且丽丽是她的好朋友。

检察机关认为，尽管曹某辩称
是“一不小心洒进去的”，但不管
是有心还是无意，在明知亚硝酸盐
是毒害性危险物质，明知已将亚硝
酸盐洒落且有可能洒入饮水机里，
但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危害

结果的发生，而继续采取放任的态
度，最终造成两人中毒。因此，曹
某主观方面属于间接故意，其行为
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可能判处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不具备取保候审
条件。由此，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检
察院作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曹
某的决定。         （据《新华网》）

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被逮捕

曹某称，她用瓶子喝了一小口
亚硝酸盐水后，又觉得为小事这样
做不值得，就把剩下的水全都倒进
宿舍水池里。她感觉有点头晕，便
没有清理洒落的亚硝酸盐就上床
睡觉了。

曹某说，她不敢让舍友不喝水
或者把水倒掉，因为怕别人知道她
想自杀。她之所以想自杀，是因为

那天晚上，她想在宿舍洗澡，但因
宿舍的厕所堵了，便想在阳台上洗
澡。她拿了一张床单当窗帘挂在宿
舍的后窗户上，用于遮挡视线。可
是她刚想洗，4 名室友就嘲笑她、
讽刺她，其中一人还用手机拍她。
当时她就很难受，后来又想起现
在和过往诸多不顺，便想自杀。

因洗澡遭室友讽刺拍照想自杀

当晚，曹某被公 安机关带去
问话。“我不是故意投毒的，我本
来想用亚硝酸盐冲水喝自杀，却不
小心把亚硝酸盐洒进饮水机里了。”
曹某向警方讲述了整个过程。

曹 某 是 江 苏人， 今 年 19 岁。
她说，2012 年她上高三时就知道
亚硝酸盐是有毒物质，人误食 3 克
即可导致死亡。她以前曾误食过，
后来自己买来维生素 C 吃就好了。
2012 年，她在家附近一家化学药
剂店买了一瓶 500 克亚硝酸盐，想

用它来制作沙漏，但后来一直没做，
便带到学校来。

曹某称，1 月 13 日晚上，她因
一时想不开，便想到用亚硝酸盐自
杀。她左手抓了一把亚硝酸盐，右
手拿矿泉水瓶到阳台去接桶装水。
因为饮水机是坏的，必须要把水桶
抬高一点才能出水，她右手去抱桶，
但水桶重，她下意识地用左手去托
水桶的底部，后又干脆把水桶拿下
来放到地上。在这个过程中，她手
上的亚硝酸盐有大部分洒落了。

“不小心将亚硝酸盐洒进饮水机”

1 月 14 日 9 时 许， 广 西 某 艺
术院校大一学生丽丽（化名）起床
后，从宿舍里的饮水机倒了一杯开
水喝，然后赶去老师那儿盖一个章。
然而，大约 10 分钟后，她就晕倒
在老师办公室门口。校医务室人员
以为她是没吃早餐造成的，便开了
一瓶药，并让她喝水、吃点粥。可
丽丽还是觉得头晕，在回宿舍的路
上蹲了下来。 

这时丽丽的好友曹某刚好路
过，便询问她情况，并称是工业盐
中毒，随后还跑到医务室拿来约

20 粒维生素 C，称吃这个可以解毒。
不过丽丽只吃了6 粒，直到当天 14
时左右，病情也没有好转。曹某便
告诉她，是她早上喝的水里有工业
盐，那工业盐是她放进去的。

与丽丽一样，室友小羽（化名）
是用饮水机里的水冲麦片喝，不过
她只喝了四五口，感觉麦片味道咸
咸的，以为过期了便没再喝。1 月
14 日 10 时多，她便 感 觉肚子痛，
拉肚子。

经医院检查，丽丽和小羽均系
亚硝酸盐中毒，小羽中毒症状较轻。

同寝室两名女生喝水后中毒

1 月 14 日，广西某艺术院校两
名同一宿舍的女生突然出现中毒现
象，经送医院检查为亚硝酸盐中
毒。两女生的室友曹某落网后称，
她因受不了嘲讽欲服毒自杀，在倒

水过程中不慎将亚硝酸盐洒进饮
水机里。曹某喝了一口含亚硝酸盐
的水后放弃轻生，而两名室友因饮
水而中毒。目前，曹某因涉嫌投放
危险物质罪已被批准逮捕。

两女生饮水中毒，室友涉案被捕

文 / 王传涛
近一两年时间，我们能够看

到的大学室友投毒案已经不下三
起——北京、上海，都发生过类
似的投毒事件。室友投毒，案件
本身并不复杂（除了“朱令案”）。
相关嫌疑人受到法律惩处，也不
在话下。但在这样关乎命运、关
乎友情的社会命题面前，似乎司
法惩处只是一个底线，而不会有
纾解问题的作用。对 3000 万大
学生而言，如何与自己室友以及
同班同学和睦相处，已经变成了
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社会话题。

网上有这样的帖子：“清华
投毒，复旦下毒，南航刺杀，噩
耗频传，还记得马加爵，忘不掉
胡文海，我们活着的人，是否应
该给大学同窗打个电话，尤其是
同宿舍的，热泪盈眶的说一声感
谢：大哥，感谢当年你不杀之
恩！”此网帖虽然语言尽是调侃，
也越看越像是个笑话，却隐喻出
了大学生活的黑色一面。那么，
大学生们该如何让自己和自己的
室友更加安全？

大学同学和宿舍室友关系相
处的问题，应该是一门学问，也
是一门艺术 , 尤其在大学生活越
来越丰富、大学价值取向越来越
多元的当下。如果说社会中处处
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处处都有理
不清的利益纠葛，则大学同样是
一个容易激化矛盾、容易产生嫉
妒心理的小社会和名利场。

大学里，一些中学里被遮盖
住的人际关系矛盾凸显了出来。
一方面贫富差距已经不再隐藏，
没有了统一校服和严厉的中学校
规，大学里很多的所谓个性张扬，
很可能在无意和有意之中，伤害
一批同学。没有人能够抛开面子
和尊严，因为没有人生活在真空
之中；另一方面，大学行政化日
益严重，行政体制下的固有评价
标准让四年的大学生活变成了一
个复杂的“名利场”，能不能拿
到奖学金、能否申请得到助学金、
能不能入党、是不是学生干部，
甚至包括大四年级需要考虑的能
不能留校、能不能保研、能不能
推荐就业等问题，都是关乎学生

们的切身利益。一旦利益无法兑
现，健康的学生就会在不平衡的
情况下产生心理上的扭曲。

杀人者容易被定性为精神病
人。但是，如果放不下大学生活
里的那些所谓名利，无法笑对室
友的冷嘲热讽，每一位大学生何
尝又不是精神病人。拿广西这起
投毒案来说，投毒者不过是因为
受不了室友的讥讽而投了毒，虽
然嫌疑人一直声称只是想自杀，
但因为放到了公共的饮用水中，
也才产生了现在的悲剧。

“感谢室友不杀”，不应只是
调侃和笑话。每一位大学生，都
应该学会尊重宿舍室友，必要的
面子和尊严一定要给，情面问题
往往是大问题。作为学校方面，
则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
境，建立更加公允的评价标准，
尽可能让每一位学生得到一个方
面的肯定，让每一位学生拥有存
在感和尊严感，而不应该在大学
行政化、教育产业化的路上只顾
扩招和修建大楼。多方努力，此
类校园悲剧才可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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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友成“后妈”，小说都不会这么写 

“感谢室友不杀”不只是调侃和笑话

移动五模 4G 手机，国际漫游任你行
在国际漫游资费下调的同时，

中国移动 4G 在多个省份相继商
用或试商用消息也相当振奋人心，
小编所在的湖南移动于 2014 年 2

月 8 日正式开通 4G 并试商用。对
于国际漫游客户，移动 4G 的推出
又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中国移
动五模 4G 手机，完美实现对全

球通信网络支持，可以让客户漫游
全球不用换机，真正实现一机在
手，走遍全球无忧，让你在出国
漫游时尽享 4G 带来的精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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