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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网友们由愤怒变为冷嘲热讽" 某
网站最先发起了名为#$ 我爸是李刚%造句大
赛&的活动!参与者迅速过万"' 葡萄美酒夜
光杯!欲见女友把命催!醉驾撞人咱不怕!李
刚就是我老爸" &一位网友这样写道"

腾讯微博上也有网友发起此项活动!不
少人借此改编名言名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
嘲讽" 如普希金版' 不要悲伤!我爸是李刚&!

李白版' 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凤凰传
奇版' 我在仰望 !月亮之上 !我的爸爸是李
刚&! 以及特仑苏版' 不是所有爸爸都叫李
刚&等多个版本"

记者发现!参与者有导演陆川(主持人
阿丘等名人)

在某网站 !著名' 歪唱作者 &声琴相拥
上传了自己的新歌* 我爸是李刚+ !这首歌
改编自小沈阳那首* 我叫小沈阳+ ,' 横行路
中央!轿车轻飞扬!黄土地养育了咱那霸道
的爹娘--我爸叫李刚!大名鼎鼎的李刚!

李是李世民的李啊! 刚是金刚的刚--&这
首歌昨天刚一挂到网上! 点击率迅速上万!

被无数网友转载)

昨日上午!声琴相拥表示!这首歌从创
作到视频剪辑一共花了

$

个小时!昨日凌晨
"

时才发到网上!目的是为了代表广大网友唱
出心中的愤怒)

对于' 我爸是李刚&的流行!北京师范大
学传播学教授张洪忠认为!' 造句行动&看似
幽默搞笑的背后!其实是人们自发形成的对
权力阶层骄横的一种声讨) 不管是' 官二
代 &还是' 富二代 &!都表达出了' 老子是儿
子的通行证&的潜台词) 显失公正的' 拼爹
游戏&已让人不平!而' 拼爹&之后骄纵和蛮
横的态度!则令人愤怒)

)*+,-./01

在河北大学发生的官二代撞
人事件过去几天后!在网络论坛上
一则以李一帆. 即李启铭/表妹名
义发的帖子! 为李刚父子辩白!全
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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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禁止师生受访 目击者集体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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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权威媒体正式披露!我简直都不敢
相信!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而
且竟然会发生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0&作为教育部
前发言人!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一直关注着校
园新闻!但这一次的新闻让他无比痛心0

王旭明告诉记者!校园内应该是' 绝对安全&

的0' 发生这样的根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肇事者
无论有多少理由( 公检法无论怎么断案都必须严

惩!长此以往!校将不校0 &王旭明在博客中表示!

对肇事者' 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0 事发后!河北
大学贴出了珍爱生命的海报! 提醒学生注意安
全0 对河北大学处理此事的态度!王旭明用' 本末
倒置&' 匪夷所思&来形容,校方不愿意作更多解
释!这当然是意外0 王旭明认为!' 学校首要的是
公开谴责肇事者!公开要求严惩肇事者!而不是
遮遮掩掩0 &

' 李衙内&' 李小衙&! 这是校内飙车致一死一伤
的李启铭被网友冠以的新称号111他在事发

#%

日晚
对着河北大学的保安和围观学生面无愧色地说!我
的爸爸是李刚0昨日!网上还出现了一些有关赔偿的

传闻!有网友在当地论坛以' 最新消息&为题爆料称!

' 至于女孩家方面!女孩的妈妈已经精神失常!几乎疯
掉了0 她爸爸坚持不要钱!要求公正审判0 李刚本来
想要私了的!要出五六十万!但女孩家不同意0 &

'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我爸是李刚&

河北大学车祸案掀网络愤怒浪潮
官二代嚣张言论再次引发' 拼爹&争议 校方禁言致目击师生集体沉默

尽管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晰! 但事件的后
续处理遇到了难题0 网友' 午夜蟋蟀&称,' . 事件发
生后的/第二天!我们迎来的不是同学的愤怒(有关
部门的解释!而是做好事. 作证/的孩子不敢承认!

目击者也不敢公布事实0 &

有河北大学的学生私底下告诉记者,' 现在学
校不让我们说这件事情!所以目击者很难找0因为
他们一旦向记者透露什么事情! 学校知道后肯定
会对说的学生做出处分的!谁都会害怕!所以学校

里的目击者都只能什么也不说0 &

有目击现场的学生正在经受内心的折磨,' 我
妈已严令禁止我再管这事! 但我没办法让自己的
良心受煎熬2 晓凤惨白的脸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我
若不管!我怕我会夜夜被噩梦缠绕2 晓凤(晶晶都
是我所在社团的部员!她们甜甜地叫过我学姐!我
没法坐视不理2 但我真的没办法要求那些目击的
同学太多0 &对于目击者的' 集体沉默&!网友们极
力呼吁,' 请河北大学的目击者站出来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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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在河北大学校园里醉酒驾车导
致一死一伤!被人拦下后高呼' 我爸是李
刚&!迅速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0 截至昨
日上午!相关评论帖子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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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二代&表妹发帖辩白,

' 接触公安发现
有事实被歪曲&

网友调侃' 我爸李刚&

昨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肇事司机系醉酒驾驶!

已被刑拘0

昨晚!一条自称是' 河北省公安厅官方微博&

爆料,' 今天下午! 河大校园交通肇事案犯罪嫌疑

人李启铭. 又名李一帆/的父亲李刚接受央视独家
采访! 向受害人及家属表示诚恳道歉! 并深深鞠
躬0采访中李刚多次哽咽!不能自已0 &不知是否也
是网友恶搞!真实性无从核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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