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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沿街撒钱十余万 有热心群众来还钱
保安拾到 500 元现金主动上交银行，
另有群众归还捡到的现金；
法律人士认为，
捡钱不还或涉嫌不当得利

本报讯 ９月９日下午，一名
男子在石狮八七路靠近金沙酒店
路段撒钱引发哄抢的事件，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昨日中午，石狮
警方发布通报称，当事男子冷静
下来后对自己的行为十分懊悔，
并希望拾到现金的群众能够将钱
归还。截至昨日19时，本报记者
从警方获悉，除银行保安拾到现
金500元主动上交银行外，警方
还收到一位群众归还的300元现
金。
据警方通报，9月 9日 17时
许，一男子在石狮八七路与濠江
路交叉路红绿灯口附近将大量百
元人民币撒在马路中，引发过往

的人群捡拾。接警后，警方迅速
介入调查。经查，该男子为黄某
（42岁，石狮人）。当日16时许，
黄某在事发附近银行取款10余
万现金后，沿路把刚取的钱随手
撒出去。经了解，黄某因工作不
顺一时冲动，才有了上述行为。
对于黄某的不当行为，民警对其
进行了批评教育。目前，冷静下
来的黄某对自己的行为十分懊
悔，并希望拾到现金的群众能够
将钱归还。
昨日，就网友关注的热点话
题，石狮公安官方微博也作了澄
清。石狮警方表示，黄某家庭是
普通家庭，并不是什么土豪，只是

关注教师节
蚶中校友捐资
为教师办公室装上空调
本报讯“装空调了，教师办公
室装空调了！”日前，石狮市蚶江中
学的教师们都激动地谈论着这个
话题，无不幸福地沉浸在装空调的
喜悦中。现在每个办公室都舒适
凉爽，老师们在宜人的办公室里带
着一颗感恩的心努力工作着。
一直以来，蚶江中学的教师办
公室条件就比较简陋，尤其在酷暑
时节，教师们的工作备受影响。炎
炎夏日，两台摇头风扇难以给办公
室正在办公的老师都送上凉风，汗
流浃背的老师工作效率大打折
扣。蚶江教育促进会会长林清向
先生、常务副会长王银鹤先生得知

此事，于秋季新学期开学前捐赠5
台挂壁式空调，给两栋教学楼的4
间教师办公室装上了空调，分别是
A栋教学楼二、三、四层中间的教
师办公室每间1台，B栋教学楼二
层教师办公室2台，舒适的办公环
境让教师们个个喜笑颜开。
林清向会长、王银鹤副会长的
慷慨解囊，受到了教师们的一致好
评。良好的工作环境不仅是对教师
的鼓舞，更展现了学校的整体精神
面貌，老师们纷纷表示：办公条件的
改善，激发了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
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教师的学习
和工作效率。 （记者 许小雄）

南洋国际党支部开展慰问教师活动

一时的冲动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很
大的麻烦。不少网友也留言表
示，“希望捡钱者归还，捡那么一
点也发不了大财 。”采访过程中，
记者未能获得当事人及其家属的
联系方式。
关于撒钱捡钱引发的一系列
法律问题，本报记者咨询了本市
两位律师。就沿街撒钱的行为，
律师认为，若情节及造成后果较
为轻微，警方可予以警告；若造成
严重后果，如引发交通事故或人
员踩踏事件，甚至可追究其刑事
责任。就捡钱者行为，律师认为
捡钱本身并不违法，按照现有的
法律，钱属于“种类物”，与其他财

产有所不同，而且将钱撒在街上，
这时钱已脱离原所有者控制。但
是，如果原所有者或警察找上门
来，并且有证据支持，捡钱者若不
归还，则涉嫌不当得利；若数额较
大，拒不交还，则涉嫌侵占，甚至
犯罪！
记者从警方获悉，事发当日，
一位银行保安拾到当事人500元
现金后，立即主动上交给银行，以
便归还给事主；18时许，有一名群
众向警方上交捡拾的 300元现
金。警方呼吁，当时路过捡到钱
的群众，请将钱还给黄先生。 欲
归还钱的您，可与石狮市公安局
湖滨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 ：

88703781。
（记者 林恩炳 杨德华）

法律链接

《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
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将他人的遗忘
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
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有律师认为，这条规
定里说的“数额较大”，一般指
5000元以上。

厦外石狮分校举行反恐消防应急演练

我们的节日 中秋
中共石狮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中秋慰问困难户

本报讯 9月 10日上午，
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在
灵秀镇派出所、市巡特警反恐
大队、市消防大队湖滨中队的
支持和指导下，举行了反恐综
合演练和消防应急演练。
本次演练的科目是模拟

校园内发生恐怖分子闯入并
投掷爆炸物的暴恐警情以及
市巡特警反恐大队队员对恐
怖分子实施有效打击；学校面
对暴恐等“警情”有效撤离疏
散到安全地带的演练。演练
中，学校还举行消防应急逃生

演练，教授学生如何使用消防
器材。通过演练，进一步增强
了全校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反
恐防暴意识，提高了突发事件
处置应对能力。
（记者 许小雄 杨德华
通讯员 陈庆榕）

“疯狂老鼠”
突发故障

原来是在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 9月10日上午，石狮
南洋国际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党支部负责人带领支部委员、
党员志愿者及入党积极分子一行
慰问石狮第六实验小学全体教师，
为辛勤耕耘的老师们送去节日祝
福并分发慰问礼品。
南洋国际小区与石狮六小既
是一墙之隔的近邻，又是“家园与
校园”的关系。今年上半年，中共
石狮市第六实验小学支部与中共

南洋国际支部结成党建工作共建
单位，双方共同确认了共建目标，
实行双向承诺、双向联动和双向评
议机制，发挥各自优势共建先进组
织，共育先锋党员，共创平安和谐
小区、平安文明校园。此次活动，
进一步增强南洋国际党支部党员
及入党积极分子党性意识、责任意
识和宗旨意识。图为主题党日教
师节慰问活动现场
（记者 兰良增 王文豪）

石狮市莆田商会
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
本报讯 尊师重教历来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9月9日下午，在
第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石狮市
莆田商会开展2019年教师节慰问
活动。该商会领导一行走进石狮

市宽仁实验小学、五星小学慰问教
职员工，为奉献在一线的老师们致
以节日的祝福，并送上慰问金，感
谢老师们为石狮教育事业作出的
积极贡献。 （记者 兰良增）

关心特殊教育 慰问特教老师

本报讯 9月10日是教师节，石
狮市阳光太太志愿者协会联合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市食品流通协会开
展特教老师慰问活动，走进石狮星
梦缘启智中心和仁爱学校，向特教
老师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和问候。
在石狮星梦缘启智中心，慰问
组一行与老师们亲切交谈，详细了
解老师工作、生活情况，并向他们
表示节日的祝贺；在仁爱学校，慰

问组一行参加了学校优秀教师表
彰活动，参观了学校教学课堂和康
复训练室，对正在指导、训练学生
的老师们进行了亲切慰问。
“有你们的关怀和关爱，我们
更有信心教好孩子。”特教老师们
纷纷表示，将用心培养特教孩子，
让孩子都能学会生存的技能，尽早
融入社会，拥抱美好未来。
（记者 林富榕 颜华杰）

（上接一版）深入推进基层学校市直管改革，深化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会事
务进校园等事宜，切实减轻教师负担。要形成合力抓
落实，强化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发挥部门各自优势，
以实际行动落实好优先发展教育的要求。
黄春辉强调，要坚定信心，遵循教育规律，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充分发扬海内外乡亲、社会贤
达崇学重教、捐资助学的优良传统，更加主动地扛起
肩上责任，全面落实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各项具体任
务，切实用好社会捐资，进一步调动“教好、学好、管
好”的积极性。要强化使命担当，学校校长要切实扛
起责任，咬定目标，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大力
宣扬先进典型，引导全市广大教师以德立身、立学、施
教、育德；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不断提高教
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要抓好学生培养，
敢于跳出教育抓教育，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
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把“拓展视野，追求卓越”
贯穿于教育教学工作中，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德智体
美劳“五育”并举发展素质教育。
会上，为市教育基金会主要捐赠单位和个人颁发
“教育功勋奖”“教育事业突出贡献奖”“热心教育事业
奖”“教育事业贡献奖”。市教育基金会筹集100多万
元奖金，集中表彰获得“园丁奖”的100名优秀教师和
获得“乡村学校教师从教30周年奖”的526名教师。
蔡友玉教育基金会对5个泉州市“教育世家”，13名泉
州市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10名石狮市“师德之
星”，234名教育教学技能竞赛获奖对象进行奖励，并
出资15万元捐助宽仁小学建设教师阅览室。
（记者 许小雄）

本报讯 9月9日下午4时，
石狮欢乐天地游乐场有限公司
的大型游乐设施“疯狂老鼠”突
然发生故障断电，救援人员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开展救援行动，将
游客缓慢护送至安全地带。千
万不要惊慌，其实这是由宝盖镇
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的一次大
型游乐设施应急演练活动而已。
为不断增加大型游乐设施
运营使用单位的安全意识，提高
大型游乐设施事故应急处置能
力，当天下午，宝盖镇市场监督
管理所在石狮欢乐天地游乐场
有限公司开展了一次大型游乐
设施应急演练活动。险情发生
后，救援人员按照应急预案将游
客缓慢护送至安全地带，并进行
简单的“救治”。
本次应急演练，从事故发

生到疏散解救以及安抚游客共
历时 20分钟，做到了分工明
确，职责到人，及时有效地控制
了现场，最大限度减少了事故
损失。应急演练结束后，宝盖
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还对该游乐
场的“海盗船”“ 大摆锤”“ 摇头

飞椅”等大型游乐设施进行了
救援应急演练，有效提高了游
乐场应对游乐设施突发事件应
急救援的快速应急处理能力和
协调救援能力。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蔡
海滢 文/图）

全市医疗机构
均安装免费避孕药具自助发放机
本报讯 免费提供避孕药具
已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石狮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作为这一项目实施
单位，主要负责全市药具的存
储、调拨及相关工作。
今年，为提高育龄群众对国
家免费提供避孕药具的获取率，
提升我市避孕药具免费发放服
务工作水平和能力，实现避孕药
具服务均等化和全覆盖。石狮
市妇幼保健院在石狮市总医院
和各镇、街道卫生院全面推广安
装使用药具免费发放机，目前，
石狮市总医院、石狮市妇幼保健
院及 6个卫生院（卫生服务中
心）共配备了8台药具免费发放
机，如今已经安装到位，陆续进

入工作状态，而湖滨、蚶江、祥芝
三个卫生院（卫生服务中心）已
经先期使用。
记者注意到，这台机器设计
新颖、功能齐全、操作简单、保密
性强，“全天候”24小时提供免费
避孕药具领取服务。该机采取
全触摸屏设计、人机互动自助式
发放运行模式，“人机对话”免去
了一些人到药店领取羞于启齿
的尴尬，也免去以往免费药具领
取所需的登记手续。群众只要

将二代身份证放在身份证刷卡
区，在自助发放机上方的展示区
选择所需药具，按下所对应药具
下方的按钮，几秒钟就可以从取
货口领到一盒免费避孕药具了。
据介绍，凡年龄在18至60
周岁的居民，刷二代身份证即可
免费领取到印有“国家免费”字
样的避孕药具，每人每月可凭身
份证免费领取一次。
免费避孕药具自助发放机
的投入使用，是创新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免费提供避孕药具
发放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
推进我市生殖健康服务需求的
均等化，预防意外妊娠和性传播
疾病均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施春鸿）

禁毒预防教育宣传科普知识
毒品常见的种类和危害
74 ——鸦片
俗称“阿片”“大烟”“烟土”
“阿片烟”“阿芙蓉”等。鸦片系草
本类植物罂粟未成熟的果实用刀
割后流出的汁液，经风干后浓缩
加工处理而成的褐色膏状物。这

就是生鸦片。生鸦片经加热煎制
便成熟鸦片，是一种棕色的粘稠
液体，俗称烟膏。鸦片是一种初
级毒品。生鸦片可直接加工成吗
啡。鸦片主要含有鸦片生物碱，
已知的有25种以上，其中最主要
的是吗啡、可待因等，含量可达
10%一20%。 （蔡芳超 整理）

本报讯 9月10日下午，中共石狮市委党史和地
方志研究室开展中秋慰问困难户，为困难户送上关怀
和温暖。
值此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为进一步深化单位
文明创建活动，唱响“我们的节日”这一主题，营造社
会和谐的节日氛围，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自觉履
行社会责任，结合本单位结对帮扶困难户共建活动实
际，组织志愿者前往祥芝镇大堡村走访慰问结对共建
的2户困难户，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了解
其生产生活情况和需要协助解决的问题，并送上慰问
金。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林金奖）
市老年大学太极拳研究会

举办迎中秋联欢活动
本报讯 9日中午，石狮市老年大学太极拳研究会
举行联欢活动，迎接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
联欢活动在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这边，闽南特有
的中秋博饼活动让所有人聚精会神；那边，体现团队
力量的运送乒乓球游戏紧张而热烈；台上，舞蹈、独
唱、对唱、小品、古筝、太极、诗朗诵，精彩纷呈，不时迎
来阵阵掌声；台下，不少人和着劲爆的节拍跳起广场
舞。300多名太极拳爱好者以这种欢快的形式，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祝福。
石狮市老年大学太极拳研究会成立于2008年1
月，迄今已走过11个年头，会员从最初的300多人发
展到现在的1000多人，多次组织参加全国及省市太
极拳比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优异成绩，多次受到老
年大学的表彰奖励。
（记者 李桂芳）

爱心企业志愿者
与福利中心老人共庆中秋
本报讯 9月10日上午，来自石狮市金越服装辅
料有限公司的志愿者们，来到市社会福利中心养老院
（红景天 雅园），和老人们一起共庆中秋佳节。
当日，一节五行操表演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在志
愿者们的带领下，老人们一起跟着伸手、抬脚、小跑，
既活动了筋骨，也抖擞了精神。随后，志愿者们陪老
人们下象棋、打乒乓球、打麻将、套圈圈，还自己动手
制作健康月饼，逗得老人们各个不亦乐乎。
石狮市金越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庄长金表
示，今后，他们还将定期到养老院开展不同主题的志
愿服务活动，真正让老人们老有所乐。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庄梅香）

爱心人士给环卫工送月饼

本报讯 10日下午，位于濠江路片区的一线环卫
工人们收到了爱心人士陈超群、谢志鹏、谢志槐送出
的“爱心月饼”和生活日用品。
爱心人士陈超群表示，看到环卫工每天辛勤奋战
在石狮一线，为大家带来了美丽居住环境，自己由衷
的表示感激。“他们每天任劳任怨，兢兢业业，马上就
要过中秋节了，他们还得放弃与家人的团聚，坚守岗
位，很不容易。我们准备了一些月饼和日用品送给他
们，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们的心意，同时也是为他们
送去节日的祝福，也希望以此来呼吁社会对环卫工的
关爱和尊重。”
昨天也恰是这几位爱心人士视光养护中心开业
的日子，用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感，来作为公司的
开业活动，他们觉得很有意义。
（记者 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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