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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新闻

据报道，在英国一家餐厅外，一名
男子将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给了一个
流浪汉，让他自己取约合人民币179 元，
流 浪 汉 取 钱 后 将 银 行 卡 归 还 给 该 男
子。杰克·法达无意中记录下了这个片
段，立刻吸引网友关注。

在这段视频的开头，一名男子坐在
餐厅外边，一个长着胡子、身穿夹克和
运动裤的男子走向这个男顾客。站着
的男子是一个流浪汉，大约 20 岁，他将
一张纸交给了男顾客，并说了一句：“取
款凭条”。顾客接过凭条时，流浪汉给
他看了看自己从银行卡中取出的英镑。

杰克将这段视频上传到脸书后，数
万网友纷纷关注评论。网友都对流浪
汉的行为表示赞赏。 （环球网）

英男子给流浪汉银行卡
后者取款后暖心还卡

据报道，近日，在俄罗斯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举办的一场掌掴大赛中，一
名男选手取得压倒性胜利，夺得大赛
冠军。

冠军选手名叫瓦西里·卡莫茨基，
体格壮硕，他的对手体型较小。二人相
互对峙，分立于擂台两侧。俄罗斯广播
公司分享的视频显示，比赛开始时，白
衣选手首先用右掌发起进攻，然而这一
掌并未对瓦西里构成实质威胁。接着
瓦西里开始发力，仅凭一掌即将对手扇
倒在地。

但是白衣选手并没有认输，被观众
扶起后，二人战火重燃。可惜的是，这
次他的进攻仍然徒劳无益。随即瓦西
里看准时机，发出制胜一击。据报道，
冠军选手瓦西里获得了约人民币 3135
元的奖金。

这场掌掴比赛是西伯利亚力量秀
的一个分项活动，比赛于活动的第二天
举行，时长总计为两小时。掌掴比赛
中，两名参赛选手轮流出击，而面对对
手的攻击，参赛者不得闪躲、防御。

（环球网）

实力打脸！
俄罗斯举办“掌掴大赛”

日前，燕女士接到了广东省湛江市
开往云南省昆明市的 K982 次列车乘警
打来的电话。

乘警告诉燕女士，她的行李箱内有
10 万块钱。经过反复确认乘警身份，一
个小时后，燕女士在亲属的陪同下，来
到了山东省聊城火车站值班室。

每捆 1 万，整整 10 捆，在燕女士的
行李箱里还真有 10 万元现金，看到这
笔钱后，燕女士懵了。她对乘警说，自
己这次从内蒙古到山东聊城探亲，行李
箱内只装了点随身的衣服，这多出的巨
款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9 号车厢的李先生准备去郑
州给公司买车，上车前取了 10 万元现
金。在火车即将抵达郑州时，他发现放
在床下装钱的箱子变轻了，密码锁还打
不开。经过仔细辨认，李先生这才察
觉，这个行李箱并不是他的。

通过调取监控乘警发现，火车停在
山东聊城站时，燕女士从李先生所在的
车厢走了出来，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拉
杆箱，这个箱子和李先生携带的款式一
模一样。

原来，燕女士和李先生是上下铺，
上车后，俩人都把箱子放在了下铺床
底，由于款式一样，燕女士下车后便拿
错了箱子。 （新浪）

燕女士坐了趟火车
行李箱里竟然
多出10万元现金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一
位年仅 21 岁的母亲因为心情不好，把
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从九楼扔出窗
外，随后自己也跳出窗外。所幸窗外积
雪还没融化，母女俩惊险存活。

据孩子的姑姑说，事发当天，孩子
的妈妈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易怒的精
神状态中，带着孩子从医院回来后还大

发脾气，冲着家里人发火。她本打算留
孩子妈妈在房间里冷静一会儿，但是一
转身房间就空了，窗子则大开着。幸好
窗外的雪堆救了母女二人，避免了悲剧
的发生。经过紧急抢救，孩子终于从死
亡线上被拉了回来。孩子的母亲从医
院出来后，将面临涉嫌谋杀的指控，等
待她的或是牢狱之灾。 （环球网）

俄狠心母亲将幼儿扔出
窗户后跳楼，二人均幸存

乔某系上海青浦区某饭店的外卖
员。去年 9 月一天，他将外卖送到顾客
李某家中时已超出约定的 50 分钟。李
某因不满超时，直接将外卖甩到乔某脸
上。乔某虽自觉按协议赔偿了 200 元罚
款，却怀恨在心，萌生报复李某的念头，
趁快递员不备，将李某和其周围邻居的
快递偷走后扔掉，随后在两个月内先后
偷走30余个快递。

由于乔某系初犯，青浦法院判处其有
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新浪）

订单超时遭顾客甩脸
外卖小哥狂偷
30多个快递泄愤

辣妈姜红总为 9 岁儿子小宇的学业
操心。为让孩子全面发展，姜红早早便
给孩子报了语文等五个培优班，不分年
假带孩子穿梭于各种培训机构。

因嫌小宇的自觉性差、学习习惯不
够好，她每天亲力亲为地辅导、检查孩
子的进度，时常监督到深夜。

去年，姜红无意发现自己的右前额
上部头发变少，秃了一小块，因面积较
小，也没太在意。随着时间流逝，原来
秃发的面积竟不断增大，且后脑勺靠近
漩涡处还陆续出现了两处秃发区。爱
美的姜红尝试了不少偏方，但秃发趋势
并没有缓解。

最终，她来到武汉脑科医院皮肤科
寻求诊治。经详细追问发病经过、结合
症状及检查，医师认为姜女士是典型的
因精神过度紧张及劳累诱发的斑秃症
状。据医生介绍，斑秃多在青壮年高压
群体中发生，像患者这样过多操劳孩子
的学习、教育，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疲劳
过度的状态下便极易诱发斑秃，加之一
直未得到有效治疗，双倍的精神压力下
便使得症状迅速加重。 （湖北日报）

辅导孩子写作业
辣妈“急”秃头!
医生:精神紧张,疲劳过度

据报道，近日，来自美国加州的 22
岁护士生凯拉·库珀在购买一辆二手卡
罗拉时发现自己无力支付定金，立即失
声痛哭。同样在二手车城的男子丹·拉

瓜迪亚听闻此事后，将自己的旧车赠送
给了库珀。

库珀是一名圣迭哥城市学院的学
生。不上课的时候，她是 7-11 便利店
的收银员，并在当地一家停车场工作。
库珀一直向家人朋友借车去上班。3
月底前她必须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否则
就会丢掉一份工作。拉瓜迪亚和库珀
同一天去了加州埃尔卡洪的二手车
城。他想要买一辆宝马车，并要卖掉自
己2005 年入手的塞恩旧车。

这名 4 个孩子的父亲听到了库珀
与售货员的对话。在库珀因无钱买车
而离开后，拉瓜迪亚让售货员把库珀叫
回来，并把自己的旧车免费赠给了她。
库珀对此表示难以置信。她称，拉瓜迪
亚签完转让书并把车钥匙递给她时，她
浑身在颤抖。

二手车城的一名工作人员见证了
拉瓜迪亚的善举，并把这个温馨的故事
分享到了脸书上。 （环球网）

美女大学生无钱买车痛哭
陌生人慷慨赠旧车

连日来，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伍
家乡鑫鼎社区“情绪发泄屋”成为小区
内最火的场所，居民在这里咨询心理问
题，测试心理压力，拳打沙包发泄情绪。

“情绪发泄屋”是一间约 5 平方米
小房间，房间内设有一个黑色塑胶的圆
柱形沙包。正在对沙包进行击打的小
区居民张先生正在挥拳连连击向沙包，
由于沙包底部灌满了水，平衡力让被打
倒的沙包迅速复位，既避免了击打者受伤

的可能性，又保证了挥拳动作的连贯性。
一趟拳打下来，张先生已是大汗淋漓。

据了解，鑫鼎社区是一个新建小
区，业主多为中青年人。一次，社区在
居民民意调查时发现，这个年龄阶段的
业主普遍工作和生活压力较大。

鑫 鼎 社 区 是 宜 昌 市 健 康 社 区 试
点，在伍家岗区卫健局建议下，针对当
前居民生活状况，社区决定设立一个

“心理健康屋”，让居民身心都能获得健
康发展。

这间供人们排解不良情绪的“发泄
屋”受到了居民的欢迎，平均每天都有
10 余人前来这里宣泄情感，其中大多
数为中青年男性。 （新浪）

湖北宜昌一社区建“发泄屋”
专供居民“发脾气”

据报道，肯尼亚梅鲁国家公园，野
生动物摄影师偶遇了一头奇特的黑斑
羚，这个家伙的一双长角似乎是在高温
中热化了，竟然朝向大地倒着生长！虽
然两只角生长的方向有点奇怪，但它们
的长度、形状和弯曲的弧度都保持一
致，颇具对称美，令人惊奇不已。

（环球网）

热化了？肯尼亚
黑斑羚的双角朝地生长

住在英国南格洛斯特的 72 岁退休
电工史蒂芬在自家花园里搭了个堆着
各种工具的棚屋。最近他发现，棚屋桌
上堆放的工具每次都被收拾进一个旧
塑料盒。怀疑是家里闹鬼了的他便装
了个监控，结果查看视频才发现，是一
只犯了强迫症的小老鼠在“收拾”桌子
上的零部件，而且一忙就是两个小时。

（环球网）

一只有强迫症的老鼠
每晚默默帮
七旬老头收拾屋子

2018 年，区人防办在区委、区政府、区人武部的正确领导和上级
民防部门的关心指导下，紧紧围绕年度工作任务，加强规划引领，强
化备战要求，深化改革创新，注重建管并重，突出依法行政，聚焦民
生改善，人防事业实现了可持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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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姜堰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主办

持速发展的姜堰人防事业
——区人防办2018年工作回眸

人防工程建管稳步推进稳步推进

始终坚持“以建为主、以收
促建”的原则，全年新开工人防
工程 7 个，建筑面积 5.4 万平方
米，完成区交任务的 270%；竣工
人防工程 4 个，建筑面积 2.7 万
平方米，完成区交任务的 135%；
征收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 1614
万 元（含 平 战 结 合 收 入 65 万
元），完成区交任务的 269%。加
强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全年完成
了中天清华园、福田铭苑等 16
个人防工程的维护保养工作，并
对全区所有人防工程停车位进
行了标识喷涂。对全区已竣工
人防工程开展巡查，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实施人防工程平时使
用证制度，规范人防工程的使用
管理，全年共发放人防工程平时
使用证 37 份。全年受理的 39 件

“12345”市民投诉信访件，全部
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结，受到了社
会的好评。

指挥通信建设日臻完善日臻完善

完成修订了《泰州市姜堰区
人民防空办公室人民防空袭预
案》和《应急预案》。人防专业队
整组有效落实，7 支人防专业队、
260 名专业队员全部实名实编到
位，并先后组织专业队骨干观摩
武警中队队列训练示范表演，对
抢险抢修、运输、通信、防化防疫
等 4 支专业队进行了队列训练
和业务知识培训。组织全区人
防专业队骨干队员和人防志愿
者 90 余人在南京市大金山国防
园进行了为期 3 天的集中封闭
训练，有效地提高人防专业队员
的应急抢险救援能力。组织开
展了“9.18”国耻日防空警报试
鸣活动，城乡防空警报设备完好
率、音响覆盖率均达 100%；结合
防空警报试鸣，对城区 23 个社
区的民防器材使用情况进行了
普查，对 13 个社区的多媒体警
报器进行了维护检修，开展了社
区民防志愿者培训和防空防灾
疏散演练活动 15 场次。在泰州
市局组织的县（市、区）人防系统
指挥通信业务技能比武竞赛中，
荣获一等奖。

人防宣传教育持续深化持续深化

加强与区内外各媒体的合
作，全年在《新华日报》《江苏法
制报》《泰州日报》等市级以上党
报党刊刊发有关人防内容的报
道 28 篇；与区广电台联办人防
专题节目，定期在《姜堰日报》刊
登 防 空 防 灾 知 识 专 版 ；结 合

“5.18”科普宣传周、“9.18”防空
警报试鸣日、社区“五带三星”等
重要活动开展防空防灾知识宣
传，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 1 万多
本。投入近 10 万元购置中小学

《民防知识》读本 1.3 万多本发送
到全区 53 所中小学，确保了全
区初二年级和小学四年级学生
人手一册。投入 5 万多元定制
了含有人防元素的水杯、雨衣、
手提袋等物品赠送给社区市民，
利用微信公众号和视屏广告等
新媒体普及人防知识，在泰州
网、罗塘人家等网站开展人防宣
传，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人防工
作的认知度。

机关党建工作不断加强不断加强

坚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以习近平重要系列讲话为主线，
全面落实“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
基本制度，先后通过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前往红色革命圣地——井
冈山开展“党员先锋行”、赴浙江
嘉兴南湖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等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
激发了党员干部“建设美好新姜
堰”的动力和活力。同时通过定
期召开党员组织生活会，开展

“月晒季评年考”活动和党员政
治生日活动，组织全体党员进社
区共建服务，有效地提升了人防
机关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和良
好形象。

区交中心工作有效落实有效落实

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组
织参加“大走访大落实”新风行
动，积极完成“组长项目”，做到
了年初活动有计划、活动过程有
台账、年终工作有总结；积极组
织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做到
了有计划安排、有值班记录、有
上传图片；举全办之力，上门入
户做工作，耐心细致讲政策，经
过艰苦努力，在第一计奖时段内
顺利完成了 4 户的房屋征收搬
迁包保任务；认真办理人大代表
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区政府交
办的 2 件建议提案全部在规定
的时间内圆满办结。

（撰稿 陆安民）

区政协领导视察人防工程建设工作

送科普知识下乡

开展挂钩帮扶活动

赴嘉兴南湖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人防专业队骨干集中封闭训练开展人防专业队骨干集中封闭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