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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毒品家族中，最常

见的有鸦片、海洛因、吗

啡、大麻、可卡因、摇头

丸、冰毒等种类。根据来

源及生产方式，它们可分

为天然毒品、精制毒品和

合成毒品三大类。

千万不要对毒品产生好奇，有的人只吸了一口就

上瘾了，而且一旦上瘾之后很难戒除。

毒品是绝对不能试的，它就像一个恶魔，一旦试

过，就会对它产生强烈的身体依赖和精神依赖。如果

中断或减少毒品供给，全身会感到十分痛苦，表现为：

打哈欠、打喷嚏、寒战、恶心呕吐、腹绞痛、腹泻、全身骨

头与肌肉疼痛等，只有恢复用药，上述症状才会迅速消

失，这就是身体对毒品产生的依赖。还有，吸过毒品的

人总不会忘记毒品带来的那种愉快感，因此总要想方

设法找机会吸毒，这又是精神上对毒品产生的依赖。

为什么戒除毒瘾那么难呢？成瘾者一旦毒瘾大

发，自控力严重下降，人格分裂，难以忍受的渴毒感，

使他们出现焦虑和烦躁的心情，并发生攻击，甚至自

伤、自残行为，以各种手段寻找毒品。有这样一个吸

毒成癮者，为了表示自己戒毒的决心，竟把自己的一

根手指用刀砍去，以告诫自己千万不可再染毒品。可

是，当他的手指还在滴血时，他的戒毒决心就动摇了，

他找来一块破布，把受伤的手指包扎一下，竟出门找

毒品了。因此，欲戒毒者一定要在全封闭的环境，采

取强制性手段方可解除身体依赖。而精神依赖的解

除也要在医务人员的正确引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

行，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戒毒。

毒品为什么不能“试”大
排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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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力质量交通
助推长远发展
石狮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特约协办

交通违法举报电话：88595122
交警微博：http://t.sina.com.cn/ssjgdd

本报讯“我怎么有这么多闯红
灯记录？”近日，祥芝一位车主来到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违法处理窗口

处理车辆违法业务时，吃惊地发现，

自己的小车在石祥路上居然有十多

起闯红灯记录。但面对监控抓拍到

的一张张图片，他悻悻然承认自己的

交通违法行为。原来，他以为只有市

区的路口才会有“电子警察”抓拍，沿

海乡镇的道路上没有，所以多次在沿

海乡镇路口时直接闯红灯。

和这位车主一样，近期沿海乡

镇一些车主在查询、处理自己车辆

交通违法记录时，面对多条违法记

录，先是吃惊，而后是后悔。而原因

大都是自认为“乡下道路没抓拍”，

开车经过路口，便不愿遵守交通信

号灯。

来自市交警大队四中队统计数

据显示，在上一周我市各路口“电子

警察”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中，抓拍

数量最多的前十个路口分别为：石

祥路与弘德路岔路口、镇中路与香

江路岔路口、石锦路与新大街岔路

口、石狮大道与石蚶路岔路口、九二

路与龙福路岔路口、永祥路与石锦

路岔路口、石永路与沿海大通道岔

路口、永祥路与鸿山路岔路口、石蚶

路与蚶江大道岔路口、石祥道与镇

前路岔路口。

从“闯红灯”路口数量排行榜上

可以看出，乡下路口“闯红灯”现象

明显高于市区路口，其中，市区路口

只有两处，分别为镇中路与香江路

岔路口、九二路与龙福路岔路口，其

他路口均为乡下路口，而且主要集

中在石祥路、石锦路、石蚶路这些沿

海乡镇主干道上。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排名第一的石祥路与弘德路岔

路口，上周共抓拍到“闯红灯”车辆

1512辆次，平均一天两百余起，这

一数值远高于其他路口。

针对此现象，交警部门表示，我

市现在道路交通设施日渐完善，不

管是市区还是沿海乡镇，大多数路

口都启用了电子抓拍设施，一些重

要路段、岔路口还有超速、逆向行

驶、随意调头等抓拍设施。所以，市

交警大队提醒广大车主、驾驶员，行

车上路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通过

路口时要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

交通规则，这既是个人文明素质的

体现，也是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确保

车辆和人员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刘愿

望 许昭明）

委员风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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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5日，鲤城区

总工会常务主席蒋丽蓉带队莅

临我市参观调研石狮市总工会

为民办实事项目“石狮实中附

小四点半活动中心”。鲤城区

实验小学、石狮市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也参加了活动。

蒋丽蓉一行实地前往石狮

市实验中心附属小学进行参观

调研，听取石狮市实中附小、石

狮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学

校“四点半”课后服务组织实

施、工作机制以及运行情况等。

“孩子放了学，家长没下

班”，近年来，“四点半难题”在我

市日益凸显，使不少职工家庭备

受困扰。据了解，为解决“四点

半难题”，去年石狮市总工会在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启动了职工

子女“四点半学校”试点建设，在

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创建

了石狮首个“职工子女四点半试

点学校”。依托该校课后开展的

城市少年宫课外兴趣班活动，面

向校内学生提供书香伴读、学生

素质提升培训等服务，既解决了

家长无法及时接送孩子的难题，

又为孩子多元化发展提供教育

平台。

随着首个“职工子女四点半

试点学校”成功创建，石狮市总

工会进一步探索推广校内四点

半服务模式，又在石狮市第五实

验小学、锦峰实验小学和石狮第

六实验小学附近选择三处适宜

的活动场所，因地制宜地开展

“四点半”服务。2018年，“四点

半”学校项目被纳入为民办实事

项目，进一步提质扩容，扩大服

务覆盖面，面向全市有条件、有

需求的小学实施创建“四点半学

校”，更广泛地缓解职工子女放

学后的照看难题，提升职工“获

得感”和“幸福感”。

（记者 林本鸣 通讯员 王阿沙）

石狮市总工会主办

工会之窗

本报讯 5月11日至13日，

第八届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学术大

会在江西南昌召开。石狮籍著名

世界脑神经外科专家、英国皇家

医学院高武图院士作为会议副主

席，参加大会、主持部分高端学术

论坛，并为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

会脊髓脊柱组专业委员会揭牌。

据了解，世界华人神经外科

学术大会自2004年开始，每两年

召开一次，是世界华人神经外科

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

盛会。此次大会共有3000余人

参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澳大

利亚等700余位国内外顶级神经

外科专家围绕神经外科的新突破

等最前沿研究进行探讨、交流。

作为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

会创会副主席，高武图院士专程

从英国回国参会。他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一次高

水平、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代表

了国际神经外科发展的高端水

平。由他主持的高端主题论坛

上，分享的学术成果十分精彩。

高武图院士认为，此次大会优秀

人才汇聚，所展现的学术成果，

体现了世界华人神经外科领域

的杰出成就。

会后，高武图院士接受石狮

电视台邀请，专程返回家乡就石

狮建市三十周年接受采访并录制

电视节目。作为国际顶级脑神经

外科专家，他经常奔走于世界各

地，但中国总是他牵挂的地方。

近年高院士多次回乡，关心家乡

发展，并抽空服务家乡患者。他

表示，家乡的发展日新月异，每次

回来都有很深的感受，今后会经

常回来。如果家乡人民在脑神经

外科方面有诊疗需求，愿尽己所

能为家乡人民服务。他笑称，石

狮日报是他信任的家乡媒体，有

需要的患者可以通过报社联系。

七十多岁高龄的高武图院士

精神饱满，思路活跃。他有一个

宏大的设想，在中国建设一个高

水平的国际医疗城。近几年，他

一直在为此奔走联系。

（本报记者）

政协第七届石
狮市委员，石狮市青
创城电子商务园区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4月底，在泉州

召开的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暨表彰

先进大会上，林志成

被评为“泉州市劳动模范”。此前，林志成还入选了

“泉州市2017年度电商十大领军人物”，他所创办的

青创城国际网批中心也成功入选“泉州2017电商十

佳企业”。

这并不令人意外。在泉州，大中小电商平台和电

商园区并不缺，但林志成创办的青创城网批中心只用

了不到1个月时间，就招募了200多家服装供应商和

电商企业入驻，在电商界可谓神速。三年发展，青创

城网批中心吸引入驻的商家已达700多家，成为福建

规模最大、男装品类最为齐全的网货批发基地。

“泉州地区保守估计有三四万家淘宝C店，但是泉

州还很少地方能够让他们集中拿货。我们的定位就是

为网商供货的批发市场。”林志成创建的青创城网批中

心力图搭建一个青年创业的现货网批实体平台，重点

培育和扶持B2B、B2C电子商务应用示范中小企业，形

成服装产业电子商务优势集群。这些C店卖家来采购

时，他们可以在青创城一起拿货，统一物流配送。

随着电商服装网批市场及国际网批中心同步发

展，跨境外贸出口受到电商热捧，青创城国际网批中

心又于今年4月份，分别与俄罗斯、中东的跨境平台

以及国内外多家跨境服务商签署了战略合作关系，

共建跨境服务生态联盟，为商户取得了跨境出海的

首张“船票”。

“石狮有好货，价格又便宜”，继林志成亮出了石

狮服装的绝对优势后，全国各地的买家和供货商近

几年不断往青创城聚拢，并创造出一年两百亿的交

易量，在全国排名十分靠前。可以说，青创城所带来

的电商集聚效应，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还有社会效

益。在2017年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名单中，灵秀被评

为“淘宝镇”，11个村都被评为了“淘宝村”。

作为政协灵秀委员活动组组长，林志成在青创

城设立了委员工作室，为活动组的政协委员们提供

沟通交流的场所。提及当前对人才引进的关注，林

志成说道，近年来，人才争夺大战越发激烈，我市也

开出优厚条件，旨在引进更多高层次人才，如此做固

然对城市发展有益，但基础性人才同样不可或缺。

一个城市如果缺少了夯实的基础性人才储备，会让

发展陷入被动。林志成建议，我市应持续加大对基

础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此带动石狮产业的持续

发展。 （记者 谢艳）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石狮

市医院获悉，18日上午，又一位

孙颖浩院士团队成员，海军军

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泌尿外科

专家周铁将莅临石狮市医院坐

诊。

周铁教授是国内著名泌尿

外科专家，专业特色男性生殖、

性功能障碍、前列腺疾病以及

尿路结石、肿瘤的诊治，擅长显

微外科手术治疗、吻合器包皮

环切术、无精症、精道内镜手

术、泌尿系结石腔内手术治疗、

前列腺增生激光剜除以及泌尿

系肿瘤腹腔镜、机器人手术，曾

作为前列腺癌诊治团队成员之

一，荣获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

据了解，这是孙颖浩院士

石狮工作站签约以来第四批莅

石坐诊专家。 （记者 张泽业）

本报讯 应石狮华侨医院

邀请，5月15日下午，市总工会

职工心理健康中心在石狮华侨

医院开展了一场主题为“悦纳

自我、快乐同行”的心理健康团

体辅导活动。

经络操、特别介绍、闽南语

读诗、互助按摩……本次活动

邀请中科院心理所医学心理学

研究生、拥有WMECC国际认证

催眠师等专业资质认证的屈艺

老师进行授课。通过游戏互动

的方式，使医务人员放松身心，

学会情绪管理，在欢声笑语中

学会了使自己更加快乐的方

法，更好地以积极健康的心态

面对工作和生活。（记者 林本

鸣 通讯员 郑世飞）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团委组织质量计

量检测所青年文明号和祥芝镇

市场监督管理所青年志愿者走

进古浮慈爱老人院，联合开展

慰问活动，为老人们送去生活

用品，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

活动中，质量计量检测所

青年文明号充分发挥岗位特

色，组织技术人员为老人院的

血压计、体重秤等常用计量器

具进行了免费检测，同时，向计

量器具使用者讲解了计量器具

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志愿

者们则为老人院医务室的药物

日常储存、规范使用进行指导、

讲解。（记者 谢艳 通讯员 傅

美缘 倪宇昂）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档案局技

术处处长周琴、督导处副处长郑志

龙，泉州档案局副局长陈若波等领

导专家一行莅临石狮市档案馆，检

查指导数字档案馆建设进度及相关

情况。

专家组通过听取工作汇报、审

阅相关台账、观看系统演示、进行实

地查看等，对石狮市数字档案馆建

设中的基础设施、系统功能、档案资

源、保障体系、服务绩效等方面进行

全面检查和评议。

检查中，专家组对我市数字档

案馆建设项目表示了赞许。他们认

为，石狮市数字档案馆依据国家和

行业相关标准规范，构建多位一体

的综合信息化平台，通过全面融合

当前国际国内的先进技术，依托互

联网、政务网、局域网资源进行有效

地整合，实现了同一网络统一平台

的全面综合应用以及对数字档案资

源实施集中、统一、标准、规范的保

存与管理。另外，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档案安全保管基地、档案利用服

务中心、政府信息公开中心、电子档

案管理中心“五位一体”的发展模

式，也对石狮市全市的数字档案馆

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

下阶段，石狮市档案馆将以此

次检查指导为新起点，积极吸取检

查小组的专业意见，落实问题整改，

进一步提高我市数字档案馆建设水

平，深入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工作

以及开创石狮市档案事业发展的新

局面等。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邱敏瑜）

本报讯 5月16日下午，灵秀

镇残联、灵秀中心校党支部第五党

小组（港塘小学）、港塘村委会、港塘

村关工委以及港塘小学教师及家长

志愿者一行，共同前往石狮市仁爱

特教学校，为该校师生们送来打印

机和体育健身用品，受到师生们的

欢迎。

当天下午两点，爱心一行带着

满满的祝福和精心准备的礼物，来

到仁爱特教学校。活动过程中，爱

心一行不仅向孩子们送来了祝福，

更亲切地与他们交谈，并观摩了孩

子们上课的情况。其后，在特殊学

校校长的主持下开展座谈会。记者

了解到，此次活动是灵秀中心校党

支部第五党小组（港塘小学）“阳光

公仆”志愿服务活动内容之一，另外

本次港塘小学捐赠的爱心物品，其

资金来源于该校学生“跳蚤市场”所

得的爱心款。通过这样的方式，将

学生的爱心汇聚助仁爱学校里的

“迟开的花朵”快乐成长。

（记者 王文豪）

近日，石狮籍著名世界脑神经外科专家、英国皇家医学院高武图院士回国参加第八届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学术大会，他表示：

“如果家乡人民有需求，愿尽己所能”

我市数字档案馆建设项目
获福建、泉州专家赞许

爱心人士为仁爱学校献爱心

鲤城区总工会莅石参观“四点半学校”

又一位国内顶尖专家明日将莅石坐诊

“悦纳自我 快乐同行”团辅活动举行

哪个路口“闯红灯”车辆最多？
乡下路口明显高于市区路口，许多车主误以为“乡下没抓拍”

林志成：打造网货批发点
带出多个“淘宝村”

为老人院免费检测计量器具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获

悉，近期，公安机关在我市某工厂查获2名非法入境、

非法就业外国人。目前，警方已依法对该二人采取拘

留审查强制措施，并对工厂负责人处以行政处罚。

据介绍，“三非”外国人违法行为指的是，非法入

境：外国人未持有中国主管机关签发的有效签证或合

法有效的入境证件，或未从我国对外开放、指定的口岸

入境，或未经边防检查站查验而进入我国的违法行

为。非法居留：超过签证、停留居留证件规定的停留

居留期限停留居留的；免办签证入境的外国人超过免

签期限停留且未办理停留居留证件的；外国人超出限

定的停留居留区域活动的；其他非法居留的情形。非

法就业：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

在中国境内工作的；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在中国境

内工作的；外国留学生违反勤工助学管理规定，超出规

定的岗位范围或者时限在中国境内工作的。

公安机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三非”外国人违法行为将受到法律严惩，公

安机关将重拳出击。此外,容留、藏匿非法入境、非法

居留的外国人，协助非法入境、非法居留的外国人逃

避检查，或者为非法居留的外国人违法提供出境入境

证件的，介绍外国人非法就业的，非法聘用外国人的，

都将受到法律的处罚。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陈友义 江友标）

公安机关严打“三非”

石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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