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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家中感到
地震时，应尽可能关
闭电源、燃气，以避
免次生灾害的发生。

12.火灾是地震
时最常见的次生灾害，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3.地震常造成燃气或各种有毒气体泄漏，应注意
防范。

14.避开狭窄胡同、高压线、变电站、广告牌、街灯等
危险地点或危险物。

15.山区地震易引起塌方或滚石，因此，地震时应迅速
离开陡峭山坡，以免受伤。

16.在海洋或海岸附近发生地震常引发海啸，因此，
地震时应迅速离开海边。

17.一次地震后往往有多次余震发生。余震也可能
造成很大的伤害和损失。因此，震后不要急着回家，应
尽快到应急避难场所。

18.如果不幸被压在废墟内，要坚定信心，相信自己
一定能脱险，不可悲观绝望。

19.若被埋压者周围有一定空隙，要想方设法加以
保护。

20.在烟尘弥漫或有害气体泄漏时，要尽量掩住口
鼻，防止窒息或中毒。

21.注意保存体力，尽量创造条件补充水和食物，设
法延长生命。

22.地震现场尽量避免各种不安全因素。
23.当感觉到外界救援自己时，应设法引起救援人

员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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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多，快递员不送
上门市民很苦恼

“以前快递都会送到家，自从

有一次我让他暂放在代收点后，

只要我快递多的时候，他就直接

给我放在那，然后发个短信通知

我。”市民杨女士告诉记者，她是

一名淘宝卖家，平时经常会收到

很多快递，有次碰巧不在家，她就

让快递员把快递放在代收点，因

为代收点是要收费的，一般情况

下她很少将快递寄放在代收点。

可是后来，杨女士发现快递员经

常将她的快递放在代收点，然后

发短信告诉她。一开始，快递员

解释是因为杨女士电话打不通，

他又急着送其他快递，只好将快

递放在代收点，可是后来杨女士

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只要那天我

的快递多或者比较大件，他就会

直接放在代收点不送到我家，因

为我家要爬楼梯。”杨女士表示，

这种情况不光她经常遇到，居住

在附近的很多居民也都经常碰

上。

采访中，对于这种代收点，市

民的看法不一。有市民认为，设

置代收点原本就是为了方便市

民，而且代收点很多是私人店铺，

人家收取一点保管费也是情有可

原，“既然你想享受这种便利，又

想避免快递丢失，总要有所付出

吧。”市民林小姐说道。也有市民

表示，设置代收点本就是快递员

和商家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是为

了方便快递员，不需要将快递一

件一件地送到各个主人家中。

快递代收点寄放快
递既有收费，也有免费

日前，记者在我市几个未设

置快递箱的小区及住房附近走

访，发现这种快递代收点多为附

近的商家，且有的商家会在快递

寄放时收取一点费用，有的则是

免费寄放，但是如果快递丢失就

不负任何责任。在九二路附近一

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内，记者看到

一市民正在取走自己快递，该便

利店负责人吴先生告诉记者，他

两年前开始做快递代收，“小件的

1块钱，大件的2块钱，给别人提

供方便，我也能赚点钱。”吴先生

说，他并没有加盟快递公司，只是

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写着“快递代

收”的纸条，很多快递员就常常会

把快递放在他的店内。

而在嘉禄路附近一小区的便

利店，记者也发现同样的快递代

收点，不过该店主表示他帮人代

收快递并不收费，“一般来说寄放

在我这的快递并不多，也不太占

用我的地方，所以我不会跟人家

要代收费。”该店主表示，他

平时除了帮人代收快

递外，还会帮人寄快

递，所以快递员小

哥来的时候除了

取走快递外，还

会把一部分附近

居民的快递放在

他那，然后发短

信通知主人过去

取件。同时，该店

主还表示，会将快递

寄放在他那的，多是住

在附近熟悉的住户，“不太

熟的我也不喜欢让人寄放，万一

被人冒领了，我不是还要负责？”

快递代收点便民过
程中也存在隐患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迅

猛发展，快递业务呈高速增长趋

势，但快递末端配送问题却成为

快递发展的瓶颈。快递员送货

无人签收、陌生人上门存在安全

隐患、自提柜又有体积和数量限

制……如何提高快递员配送效

率同时保证快

递安全，成为

急需解决的问

题。如今，像吴先

生这样的个体经营

者都开始做起了快递代

收的业务。这种运营模式无需

经营成本，同时为快递员和居民

带去很多便利，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

而这种模式的出现有其市

场背景。对快递员而言，由于业

务量繁重，每位快递员每天至少

送几百件快递，且经常遇到客户

不在家等情况，所以对他们而

言，快递代收是一个提高效率的

好方式。有快递员透露，近年来

快递量激增，如果进村逐户派

送，工作量实在太大，当然也并

非所有快递员都不送货上门。

一名快递员告诉记者，如果送货

上门，两个小时有时只能送十个

件，而且经常还找不到出来的

路，增加派件难度。但是，类似

于吴先生这种个体自发的服务

模式，也引发了一些担忧。有市

民认为，这种服务模式只是快递

员个人与便利店的合作，并无具

体规范，一旦快递丢失，很难找

到责任方。

另外，记者在走访过程中还

了解到，对于市民反映的快递员

不送货上门的问题，有快递工作

点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对于

拒绝送货上门的快递员，企业会

罚款处理。

（记者 蔡怡婷/文 郭雅霞/图）

爱心团体为环卫工人“送清凉”

本报讯“平时工作要注意防暑哦，这个是霍香
正气液，感觉快中暑的时候可以喝一些。”昨日下午，

石狮龟湖公园里不时可见一些身穿黄色衣服的志愿

者忙碌的身影，将爱心物品摆放整齐，为环卫工人一

一送上解暑用品，并和他们低声交谈，细心嘱咐……

原来，是爱心团体泉州一元公益团队在公园内

开展第九季“关爱环卫工—送清凉”公益活动，志愿

者们现场为70余名环卫工人送上清凉油、藿香正气

液、饼干、饮料等爱心商家捐赠的物资。

“得知我们要开展关爱环卫工人活动，爱心企

业纷纷捐出药品、食品，志愿者也积极报名，让我们

很感动。”该爱心团体负责人告诉记者，越来越多人

希望通过这种献爱心的方式，为环卫工人的辛勤付

出表示感谢。对此，团队将尽己所能，组织开展各

种关爱活动，让爱传递下去。记者了解到，除了送

清凉活动，在关爱环卫工方面，该爱心团队还开展

捐赠新衣、爱心茶站、一元理发、一元摄影、一元问

诊等活动。 （记者 庄玲娥）

本报讯 对小小的

邮票，大家都不会

陌生：或印着花鸟

人物、或印着艺

术珍品，面值

则有“30分”

“50分”多种

类型，有的邮

票还有极高的

收藏价值，受到

藏家青睐。在

写信还很流行的

年代，不少人都有过

集邮的经历，小小的集

邮册承载了很多故事。

1976年出生的王文满也是集

邮爱好者中的一员。在王文满初

二那年，受同班同学的影响，他迷

上了集邮，而这个爱好一坚持就是

二十七年,收集的邮票近五万枚，

“一开始只是因为好玩和觉得这些

花花绿绿的邮票很好看，到后来对

集邮就是收集上瘾。”王文满说，那

时候除了到处搜罗一些用过的信

封上的邮票外，他还把辛辛苦苦攒

下来的零花钱全部拿去买邮票，甚

至有些亲戚朋友得知他的爱好，也

会帮他收集信封上的邮票。王文

满告诉记者，他特别爱收集特种邮

票，所以花费会比较高，他的行为

在父母看来有些“玩物丧志”，以至

于父母不太支持他这个兴趣，“因

为怕我爸妈发现，我都偷偷买邮票

带回家藏起来，一到周末就躲房里

翻看邮册。”王文满说，过去邮票比

较好收集，现在反而难

了许多，而且有时

还要避免买到假

邮票。

二十几本

集邮册对于王

文满来说，记

录了他整个青

春 的 美 好 回

忆，平时一有

空，他就喜欢翻

看集邮册，一想到

学生时期会因为收

集到当时特别难收集的

邮票而第一时间跟同学炫耀的

幼稚举动，他就忍不住笑出声。王

文满说，邮票发行这么多年，在设

计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

邮票以纪念国家重大节日、领导人

为主要内容。后来邮票设计内容

逐渐丰富起来，像2008年北京奥

运会、上海世博会、G20峰会等具

有时代标志性、代表中华崛起的事

件也在邮票上被永久铭记。从邮

票内容的变化上，就能看到时代不

断进步，从侧面印证了大家的生活

越来越好。

在王文满看来，集邮在很大程

度上拓宽了他的知识面，在他收集

的邮票里，每一枚邮票都有它特有

的故事，“以‘方寸’之微，容天下之

大。”王文满说，小小的邮票就像一

扇扇精美的窗口，给人们展示着一

个国家、一方地域、一个时代的人

文气象。 （记者 蔡怡婷）

集邮爱好者
27年收集近五万枚邮票

快递投放箱后续相关追踪

代收快递要交费 市民：到底方便谁？

■旧物回忆

此前，本报报道过的快递箱寄存问题引起了不少市民热议，期间有
市民反映，一些老旧小区和私人住房并未设置快递箱，以至于住房附近
的一些小卖部、便利店便成了快递代收点，而快递代收点的设立本来是
为了方便居民不在家时代收快递，可是家住九二路附近的居民却因此犯
了难。因为快递基本不送到家中，而是送到家门口附近的快递代收点，
由居民自行到快递代收点领取，而代收点每个快递要收取1-2元不等的
代收费。近日，针对这个情况，记者在我市进行走访调查。

本报讯 5月11日，北京

华才东泽教育科技携手石狮

日报社开展“东泽数学空间

思维”公益课堂，引导小记者

们动口、动手、动脑，尽情享受数

学的无穷乐趣。

当天的课堂上，来自东泽集

团总部讲师结合不同年段小记者

的特点，训练大家快速反应与灵

活变通的能力、激发学习数学的

兴趣，在一次次的问答中把课堂

推向了高潮，既展现小记者的风

采，又培养了小记者们的逻辑思

维能力，发展了空间观念。

据悉，本次数学空间公益

课堂自启动以来，吸引了我市

广大亲子积极参与。活动让

小记者们进一步认识数学，亲

近数学，挑战数学，玩转数学，体

验数学课堂的无穷乐趣，提升了

他们的数学素养，提高了学习数

学的热情。

（记者 王文豪）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数学空间公益课堂让小记者思维飞翔

本报讯 一张1963年

颁发的小学毕业证书，虽然

已经斑驳发黄，却记载着施

女士父亲求学过程的一段

历史。近日，市民施女士

向记者展示了两张五十几

年前的毕业证书，而这两

张毕业证书都是其父亲

的。“我自己的毕业证书

早就不知道去哪了，而我

爸的我一直舍不得丢，保

存到现在。”施女士说，因为

这两张毕业证书不仅记录了她的父亲年轻时的

求学经历，也影响了她之后对于学习的态度。

在施女士家中，她向记者展示了这两张毕业证

书。记者看到，这两张毕业证书无论在外形，还是在

内容上，跟现在的小学、初中毕业证书都有很大差

别。其中一张小学毕业证书于1963年7月颁发，写有

“学生施××系福建省晋江县人现年一十三岁在本校

高级班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与现在的毕业

证书不同的是，其上方还印有毛主席的头像和国旗。

另一张初中毕业证书同样也有毛主席的头像，只是少

了国旗，多了一段“最高指示”。而上方两个角都有所

缺损，且左下角的照片已遗失，名称也不是毕业证书，

而是毕业通知书，于1969年2月颁发，上书“学生

施××，现年19岁，于1966年在晋江县东风中学初中

部学习期满，准予毕业”。显然两个日期有所出入，

1966年毕业，却在三年后才准予颁发证书。对此，施

女士解释道：“是由于历史原因才迟发了毕业证书

的。1966年，学校停课，因而没能及时颁发毕业证书，

直到三年后才陆续补发。”施女士表示，她父亲幼时家

里穷、条件差，能够上学实属不易。父亲除去学校上

课，在课余时间还要帮家里干活，天蒙蒙亮就起床到

田地里帮忙干些农活，而下午放学常常要到海边抓些

小虾小蟹，让晚饭不至于太“寒酸”。“我爸常说他那时

候一边干活一边还得观察地上的影子，在太阳升到头

上时赶回家吃饭，才不至于上学迟到。”施女士回忆

道，在20世纪60年代，供孩子读书对于许多家庭来说

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但是父亲不仅坚持学业，而且还

多次因为学习成绩优秀而受到表扬。施女士表示，正

是因为这种正面的力量，让她每次看到父亲的毕业证

书时都有种说不出来的自豪感，因此每次搬家时她总

记得要把这两张毕业证书带走。 （记者 蔡怡婷）

浓浓的年代感
56年前的毕业证书你见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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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0日上午，第六

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优

秀作品巡回展在闽南理工学院蚶

江校区艺术展演厅拉开帷幕。

当天，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美

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

120多件优秀学生作品在闽南理

工学院蚶江校区展出。现场展示

的作品，融合现代流行理念，反映

了各地区的文化特色，吸引了许

多人前来观展。

据悉，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

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

部指导，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

流中心、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

国际培训中心主办，迄今已成功

举办了六届，其参赛院校的层次

多、受众广，影响力及参赛作品的

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另外，在此

次艺术设计大赛中，闽南理工学

院共获得一等奖2项，二等奖9

项，三等奖12项，同时还荣获十佳

组织奖。

（记者 蔡怡婷 通讯员 唐小虎）

120多件设计作品在闽南理工学院展示

本报讯“她有车辆做抵押，证
件也都齐全，我才把钱借给她。”市

民苏女士没想到，朋友丁某抵押给

她的车辆，在几个月前已经抵押给

了租赁公司，连提供机动车登记证

也是伪造的。

2017年9月30日晚，苏女士经

弟弟的介绍与女子丁某认识。“她

说生意需要，急需10万元周转半

个月，还会把她名下的一辆本田越

野车抵押给我。”苏女士说，经协商

后，她同意借款8万元给丁某，双

方还约定利息每天400元，期限15

天。苏某把15天的利息6000元扣

除后，两次转账74000元给了丁

某。后丁某把一个装有闽CK9***

小汽车的机动车登记证、车辆行驶

证，及车钥匙的信封袋交给了苏

某。丁某还带苏某找到她停放在

楼下的车辆，并把车辆交由苏某保

管。借款期限到了后，丁某多次以

续借为由拖延借款，期间只支付了

利息18000元。

2017年12月3日，苏某发现丁

某抵押给她的车辆不见了。经查，

该车于2018年1月被泉州某租赁

公司转让给他人。后苏某几次联

系丁某催讨欠款未果，遂向公安机

关报案。同年3月6日，丁某在晋

江被抓获。

原来，早在2017年7月21日，

丁某就把该车抵押给了泉州某租

赁公司，并借款68800元，还办理

了车辆抵押登记。后该车的机动

车登记证由泉州某租赁公司保管，

但车子仍由丁某使用。然而，丁某

为骗取他人的借款，不仅隐瞒了车

辆已经抵押给他人的事实，还伪造

了机动车行驶证。

日前，石狮法院就此案进行审

理认为，被告人丁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

方法骗取他人钱款，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黄子杰）

重复抵押车辆来骗取贷款
女子获刑一年十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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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福建石狮营暨第26届

菲华石狮市青少年夏令营进

入北京站的第五天，营员们先

后游历了颐和园、圆明园遗

址、中国科学技术馆。

上午，营员们首先来到颐

和园。颐和园是中国现存保

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

苑，这里拥山抱水，尽是琼楼

玉宇、雕梁画栋、浮光掠影，宛

若一幅美轮美奂的园林画

卷。闲庭信步间，营员们深入

了解了中国传统园林文化，同

时也领略到现代都市的生态

文明之美。

与颐和园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接下去参观的圆明园遗址。

历史上的圆明园规模宏大，珍

藏文物众多，达到了中国古代

园林艺术的巅峰。但现在，仅

存建筑遗址供人瞻仰凭吊。站

着一片残垣断壁之前，聆听“火

烧圆明园”的故事，营员们的心

情也不约而同陷入沉重。

当天的最后一站是中国

科学技术馆。营员们开启

科学之旅，自由探索、穿梭

在科技馆各大展厅之间。

活动过程中，营员们跃跃欲

试，积极探索，开阔了眼界，

也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带

给我们的便利，感受到祖国

科技的强大。

当天的行程，给予营员们

更多不同的感触。他们一边

回想中国过去遭受的苦难，一

边享受今天的幸福生活，在追

寻时光烙印的过程中读史为

镜、忆苦思甜。这也令他们更

加珍爱和平，铭记国殇，同时

也祝福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国

泰民安。

（记者 林本鸣 通讯员 郭善慧）

“亲情中华”菲华夏令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