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兑彩票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

川联销 “天天乐”（

22

选

5

）第

2014187

期 开 奖 结 果 ：

19

、

18

、

22

、

11

、

04

。一等奖

1

注，单注奖金

17069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

3D

”第

2014187

期开奖结果：

876

，单选，

9222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单

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27260

注，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

2014081

期开奖结果：基本号

码：

11

、

01

、

21

、

14

、

29

、

24

、

19

。特别号码：

16

。

特别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一等奖

2

注，单

注奖金

2257941

元。二等奖

7

注，单注奖金

48989

元。奖池累计金额

0

元。（备注：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 “排列

3

和排列

5

” 第

14187

期排列

3

直选中

奖号码：

326

，全国中奖注数

5471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排列

5

中奖号

码：

32658

，全国中奖注数

66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

“超级大乐透” 电脑体育彩票

14081

期开奖结果：

03+05+08+10+25 09+

12

。一等奖

0

注；一等奖（追加）

0

注，二等奖

43

注，每注奖金

166437

元，二等奖（追加）

19

注，

每注奖金

99862

元。

拾金不昧是我们社会提倡的美德， 其基础是呼吁对别

人（包括公共）财产权的尊重。我们之所以称之为“美德”，说

明它是超出社会平均道德水平的更高要求。 就人的本性来

说，捡到的东西想据为己有或者收取一点“感谢费”，实在是

一种难以克制的诱惑。

10

岁的小峰捡到一个钱包，钱包里有

491

元现金，足以

实现他眼下最大的愿望———买一辆自行车， 而这个愿望因

为家里的“实际困难”，妈妈迟迟没有满足他。小峰面临三个

选择：

1

，直接拿钱包里的钱买自己梦寐以求的自行车，这显

然极不道德；

2

，把钱包还给失主，但要求失主必须帮他实现

买车的心愿，这符合法律规定，是一项法定权利；

3

，把钱包

还给失主，不图报答，这是一种可贵的美德。

小峰和妈妈最先给出的答案是“

2

”，这无可厚非，小峰

对一辆自行车的渴望，小峰母亲内心的纠结，都是可以理解

的。小峰拾金不昧后索要“感谢费”实现自己的心愿，不值得

提倡，但也不必简单否定。当面对记者采访时，小峰的母亲

突然坚定：不是自己的不能要，捡到的东西必须还给别人。

这表明，除了自行车这个诱惑，他们内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

准则，收取感谢费和这个准则相悖。在公众面前，他们最终

选择了“拾金不昧”这个完美的答案。

在汉语中“感谢”和“费”是一种很奇怪的搭配。感谢是

感激之情的表达，属于感情层面，而收费则是冷冰冰的金钱

层面。 感谢是发自内心的表达， 而费用则近乎强制。“感谢

费”不仅对拾得者来说难以启齿，对权利人来说，也是让人

不舒服的一个词儿。

也许正是考虑到这种道德领域的尴尬， 物权法第

112

条

规定，权利人在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

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这里的“必要费用”并不等

同于感谢费，但也正鉴于此，拾得者要求一定的经济补偿或

者报酬，符合法律精神。只不过法律同时也强调，拾得者不得

为了索取这部分费用而拒绝归还失物，那就是非法侵占了。

拾金不昧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适当要求经济补偿，在法

律层面上，它是正当的；在道德层面，也不可耻。不过本文所讲

并不限于此，它不仅告诉我们，拾金不昧是有难度的，而且也告

诉我们，拾金不昧也是可以达到的道德目标。最后的结果让人

欣慰：失主痛痛快快地给孩子买了自行车，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孩子再次捡到遗失物时，会给出更完美的答案。

法律层面的考量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陪同李波来到温江一建筑

工地旁的空地，柳芳与小峰正在这里等他。柳芳说，为了

联系失主，她认真地翻找了钱包内的物品，找到一张单

据上面留有电话，于是打了过去，这样才找到李波。

“连5角钱都在，不是图你那个钱”

“你看，连5角钱（的小钞）都还在，不是图你那个

钱！”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柳芳还拿出钱包内的现

金，当着李波的面清点起来，一共491元。“要是不想还

给你，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

不过，柳芳随即话锋一转，包内现金她要留下，钱

包及包内其他物品可归还李波。柳芳说，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钱包是小峰捡到的，小峰坚持要拿这个钱

去买自行车。“我手机是漫游，打了这么多电话，不花

钱啊？”柳芳反问。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 在柳芳与李波交谈时，小

峰不时从妈妈手中抢过钱包， 还掏出百元大钞把玩。

此时，小峰突然将零钞举起来，递给站在旁边的李波，

4张百元大钞仍拽在他的手上。小峰说，他就是要拿这

个钱去买自行车。

此时，柳芳的同乡也说，“人家把钱拿给你，你就

要拿钱感谢人家，他（小峰）就会想，我做了好事，你就

会感谢我，他以后就会做更多好事。你要是不感谢他，

他二回捡到钱就会想不还给你们了。”

娃娃亲手还钱 失主为他买自行车

当成都商报记者表明身份后， 柳芳顿时激动起

来，立即让小峰交出手中的钱包，欲将钱包及包内一

切物品扔掉。“不要钱了，不要钱了，快把钱还过来！”

小峰却和小伙伴一溜烟地跑了。“快把钱还给叔叔！”

柳芳说完，小峰把钱掏了出来，虽有些不情愿，但也很

干脆地递到了李波的手中。“我给你买自行车！” 接过

钱，李波拉着小峰往大街上走，拦下一辆出租车。“我要

有自行车了！”一路上，小峰都很兴奋。

“随便选！”李波说。个头不高的小峰，跳上自行

车就不肯下来， 他看中了一辆价值300元的折叠自行

车，李波当即掏钱埋了单。

孩子眼睛笑眯了 妈妈眼圈却红了

“有了自行车，我就能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了！”

坐在自行车上，小峰踮着脚，不太舒服的姿势，却仍掩

盖不了他内心的狂喜， 眼睛已经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站在一旁的柳芳，一直没有说话，看着儿子天真的笑

容， 她的眼圈有些红。“我没文化， 不会教育娃娃，唉

……” 柳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小峰都到卖自行车

的地方去看了几次了！手中实在没有钱，要不也不会

拖到现在！”

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小峰几年来的心愿。小峰家在资

中农村，步行上学需要1个小时左右，若是冬天的早上，他

5点过就得出门， 妈妈打着电筒照亮并不平整的道路。要

上陡坡，还要下斜坡，上学路对小峰来说是艰难的。为了

他的安全，妈妈早晚都要接送，往返就是4个小时。

可是，家中除了父亲在建筑工地打工，没有其他

稳定的经济来源。“上有两个老人， 小峰还有一个姐

姐，在读初中，我在家务农照顾娃娃，哪有钱买自行车

啊！”柳芳说，“去上学的路还比较烂，目前正在修，修

好了就可以让他骑车去上学了！”她还表示，今后，孩

子若是再捡到东西， 一定会让孩子归还失主。“（失

主）不感谢就不感谢，是别人的，就该还给别人！”小

峰似乎也对“拾金不昧”有了新的认识，“今后捡了，

我就交给警察叔叔或者妈妈！”小峰认真地说道。

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小峰心心念念了几年的梦想。捡到的钱包里有近

500元的现金，足够他买一辆自行车，尽管他很想要，但他并没有私自拿这

个钱去买自行车，而是听了妈妈提出的解决办法———找到失主，要求对方

买一辆自行车“作为报酬”。

在部分市民看来，归还失物索要报酬这种行为虽然不如传统的“拾金

不昧”美好纯粹，但是给拾得人一定的物质报酬，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可

以起到减少非法隐匿的作用，会使更多失主的财物失而复得。也有市民认

为，拾到他人的东西理应归还失主，这是做人的美德。索要感谢费后再归还

失主，这样的做法不值得提倡。该不该有偿归还，你怎么看？

A面

拾金不昧与拾金索酬 并不矛盾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

但拾金不昧与拾金索酬并不矛盾。”有业内人士表示，其实对于该不该有

偿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9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

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第

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

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

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拾得人可以要求失主支付必要的误工费、通信费等，但索酬金额必须

符合拾得人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我们可以理解为， 享受合理

报酬是法定的权利，放弃报酬则是道德的体现。当然，倘若拾得方执意拾金

不昧不要报酬，那么更是对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尊重。”

B面

有偿归还和敲诈勒索 一步之遥

然而，我国《刑法》也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

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就是敲诈勒索。其实，有偿归还和

敲诈勒索也就是一步之遥。

从法律的角度说，捡到的遗失物应当返还给失主。但索酬应不超过保

管归还所产生的费用，向失主索要较高的赔偿费，轻者构成民法上的侵占，

而遗失物价值较大时则构成侵占罪。不过，拾得人可以就保管、交还遗物当

中产生的保管费、运输费向失主索要合理的费用。对于拾得人无理索要高

价的行为，失主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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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商报小记者俱乐部官网

帮白血病患儿

实现心愿

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发起的

“心愿认领”行动自启动以来，共收集

到白血病患儿心愿26个， 有15个已经

完成。从今日起，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

部将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

省人民医院以及成都市妇女儿童医院

等， 共同搭建白血病患儿心愿认领平

台， 各个医院将不定期地在成都商报

小记者俱乐部官方网站上发布白血病

患儿的心愿，并及时更新。

“多一个发布心愿的平台，看到

的人就会更多。”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

医院血液科教授周晨燕说。 在名为

“微心愿”的百度贴吧上，发布有华西

第二医院白血病患儿的心愿， 而收集

心愿的是四川省某单位志愿者，“他

们一般是每隔8天来收集一次，大部分

孩子没有住在医院， 都是定期来上一

次药，因此每次收集到数量不一样。”

四川省人民医院和成都市妇女儿童医

院的患儿心愿收集一般由医院医护人

员完成，“除了亲自询问并记录之外，

QQ群聊也可以了解一些患儿的心愿

信息。”省医院儿科医生吴炳菊说。

这两家医院均建立了一个名为

“生命小战士会”的QQ群，里面包括患

儿、家长以及社会爱心志愿者。患儿的

心愿会不定期地出现在群聊的页面上。

从即日起， 医院收集的心愿信息将与

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共享， 患儿心

愿在网上发布后，市民若有意认领，可

致电小记者俱乐部（028-86511922）

咨询。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两趟成达动车组停运

可全价退票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昨日，

记者从成都车站获悉， 因近日全国

以及省内多地出现水害导致列车晚

点、停运等情况，旅客列车运行秩序

受到影响， 今日成都东至达州

D5190次、成都至达州D5184次列车

停运。成都车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恢

复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 在调整过

程中，为了理顺车次，这两趟列车暂

时停运， 由此给旅客带来的出行不

便，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此外，持

有以上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到车站售

票处办理全价退票手续。

明后天最高气温32℃

昨天的最高气温其实还没破

三，只有29.1℃，但被艳阳炙烤的

成都人民感觉就只有“热”！没有

云层遮挡的太阳光把城市蒸腾出

滚滚热气，幸好夜间部分地方有阵

雨奏响清凉小夜曲。今天白天云层

间的阳光继续将最高气温升至

30℃以上，明后两天，均以多云无

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2℃左

右。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多云 21℃～31℃ 偏南风2-3级

明/多云 22℃～31℃ 偏南风2-3级

今日尾号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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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的小峰（化名）在公交车上捡到一个钱包，包

中有491元现金。对于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而言，这不是

一笔小数目， 足以实现他眼下最大的愿望———买一辆

自行车。“妈妈，我要拿这个钱去买自行车。”听了孩子

的话，妈妈没有反对，但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找到

失主，归还钱包中的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但要求失

主给1000元钱，作为孩子购买自行车的资金……

儿子捡到钱包

妈妈找到失主：拿1000元来换

昨日清晨7时30分许，成都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李

波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

“你是李波哇？昨天是不是钱包丢了？”说话的人叫

柳芳（化名），前日上午她与儿子乘坐309路公交车时，

儿子在车上捡到一个黑色钱包。这时，睡梦中的李波有

点不敢相信，捡到他钱包的好心人竟然主动找上门来。

“有4张100元的，总共500元钱左右，还有3张银行

卡和1张饭卡！”钱包中的东西，李波准确地报了出来，

柳芳也相信了李波是钱包的主人。李波说，他非常感谢

柳芳，并提出愿意拿出200元以示感谢。挂断电话之后，

上午8时08分，柳芳给李波发来一条短信，大意是让李

波给1000元钱，否则就把钱包扔掉，拿这笔钱是给两个

孩子买自行车。短信中，柳芳特别提到，本来孩子是不

愿意归还钱包的， 是她告诉孩子失主会拿钱给他买自

行车。柳芳还告诉李波，她是没有工作的女人，“你（可

能）觉得我这人很自私。”8时20分，在李波没有回复短

信的情况下，柳芳再次发来一条短信“要不要回信”。

“1000元是不是有点多啊！”“200元怎么样啊？”随

后，李波连续回复了两条短信，柳芳很快答复“不行”。

“柳芳为啥会有我的手机号？” 越想越觉得不对的

李波，感觉自己被敲诈了，在8时35分时拨打了110报警。

10岁娃打来电话

“必须给我买400元的自行车”

随后，冷静下来的李波在短信中告诉柳芳，他等会

儿到温江去取钱包，要求钱包中的东西不能丢。柳芳很

干脆，回复两个字：“保证”。

不过，就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柳芳很快又连续

发来两条短信：“算了，来拿吧，我自己拿五百元钱给

他买一辆（自行车）。”“你觉得我自私吧。”

上午9时32分， 柳芳的儿子小峰给李波打来电话。

“叔叔，我和妈妈捡到钱包了，你必须给我买辆400多

块钱的自行车！”孩子的一席话，把李波惊呆了，他半

晌没说出一句话。几分钟后，李波把电话回了过去，提

出买一辆200多块钱的自行车，却遭到柳芳、小峰的反

对，小峰说想要一辆400多元的折叠自行车。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 从清晨7时34分到上午10时

48分，李波与柳芳的电话通话8次，还有约20条短信往来。

“10岁的娃娃会说这样的话，妈妈是咋个教育的？”李

波虽然没有子女，但他认为柳芳的教育方式是有问题的。

索酬背后，是孩子几年的心愿

“有了自行车，

上学就不用走1小时路了”

索要感谢费很正当

拾金不昧更完美

□

张丰

捡到钱包后

小峰面临的

三个选择

览资讯

合理索酬是法定权利 但要有度

髴直接拿钱包里的钱

买自己梦寐以求的自行

车，这显然极不道德

髵把钱包还给失主，但

要求失主必须帮他实现买

车的心愿， 这符合法律规

定，是一项法定权利

髶把钱包还给失主，不

图报答， 这是一种可贵的

美德

我们来看看，最后小峰作

出了怎样的选择？

小峰妈妈向李先生表明自己并没有拿走钱，小峰在一旁翻看捡到的钱包

失 主 李 先 生

给 小 峰 买 了

一辆

300

元的

自行车

小峰将钱包里的零钱

还给李先生后，正在数留下

的

400

元钱

妈妈的处理

孩子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