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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汽油乘公交 他被行拘5天
南充一男子携带汽油乘14路公交，司机乘客发现后将他赶下车

警方提示
为确保出行安全，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杜绝易
燃易爆品上车， 否则将受
到法律制裁， 易燃易爆物
品是指汽油、柴油、煤油、
喷雾剂、酒精、松香、油漆、
双氧水、 液化气体、 溶剂
油、雷管、炸药、烟花爆竹
等危险品。

昨天上午，南充市拘留所内，43岁的李东
（化名）因涉嫌非法携带危险物质，被警方处
行政拘留5日。
8月29日晚，李东携带装着汽油的洗手液
瓶子独自上了14路公交车。半小时后，一股汽
油味在车厢内扩散。在乘客的责备声中，谎称
用汽油洗衣服的李东随后下车离开。 昨日在
拘留所，李东告诉记者，当天带的汽油是准备
拿回家修自行车的。
8月29日晚7时36分，一辆14路公交车缓缓停
靠在嘉陵区火花路公交站台。一名身穿翻领短袖
T恤的中年男子在此上车，除了他手中的折叠雨
伞， 没人注意雨伞下的白色塑料袋中所装何物。
直到半个小时后，公交车到达高坪区清溪路附近

时，一股汽油味开始在车厢内弥漫。
“当时车上的乘客不多，大家都说哪里来
的汽油味。”一名当天乘坐该车的乘客回忆说。
公交车司机孙勇立即靠边停车，大声询问：“是
哪个把汽油带到车上的？”这时，坐在车厢后半
截的男子低声回答，自己的裤子上沾了油漆，带
点汽油回家清洗。在乘客的责备声中，男子下车
离开。“汽油洒落的地方就在他座位下面，有
两个巴掌大小。”孙勇向记者回忆，从闻到汽
油味到男子下车，前后就1分钟左右，整个过
程没引发乘客恐慌。“当时只想到停车打开车
门，保护乘客的安全，都没想到先把那个男的抓
到。”待男子离开后，孙勇才想起，这事得报警。
当晚，接到孙师傅报警后，南充警方立即抽

李东手持装汽油的瓶子乘坐公交车

调30余警力连夜展开调查。昨天，南充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公交大队教导员贾小波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8月30日中午，警方将正在高坪区家中吃饭
的“携带汽油的男子”李东抓获。据悉，李东今年
43岁，初中文化，在嘉陵区一印刷厂上班。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一直说做事太大
意了， 后悔得很。” 据警方办案人员介绍，经
查， 李东老实本分， 没有作案的动机和背景，
“弄清事情后，案件性质也由刑事案件转为治
安案件 ”。 据李东所在的印刷厂老板向警方
透露，因工作需要，员工上班会接触汽油，但厂
方对李东私带汽油回家的行为并不知情。目
前，警方以涉嫌非法携带危险物质处李东行政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王超
拘留5天的处罚。

“蓝丝带”关爱成都牙缺失老人
即日起全城征集32位护牙使者
“关爱牙缺失老人，蓝丝带公益行动”正式启动，圣贝国际牙科联合成都商报发布《蓝丝带公益行动倡议书》

牙齿有多重要？
人老不老，先要看牙少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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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可谓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伙
伴”之一，没有它，享受不了美食；没有
它，说话会变得困难；没有它，连最简
单的微笑也无法完美展现。而牙缺失，
却是每个人在人生中都难以回避的话
题——
—这往往是一个人开始衰老的标
志。据调查，在我国90%的老年人都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缺牙，60岁以上老人
中有8成人缺牙数量超过3颗以上，而
在国际上通用的牙齿标准是80岁时还
应该拥有20颗健康的自然牙。
也许， 你还没来得及关注过父母
的牙齿，但我们已经替你想到了——
—8
月28日， 圣贝国际牙科联合成都商报
发起的“关爱牙缺失老人，蓝丝带公益
行动”在成都市清水河公园正式启动：
让成都的老年人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美
丽的牙齿，展露出幸福的微笑！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以
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33%，65岁以上老
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96%， 我国已进入人
口老龄化国家。 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
程逐步加快。伴随衰老而来的往往还有不可
回避的牙缺失，这不仅影响美观，牙缺失的
功能性损伤更严重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关乎老年人的幸福晚年，是老龄化社会
不可忽视的一个新课题。但事实上，牙的问
题常常被子女们和老年人自己所忽视，而长
期以来，国人深受“牙疼不是病”“老掉牙”
等错误观念的影响，忽略了牙缺失隐患及日
常的口腔保健。

关爱牙缺失老人
发布《蓝丝带公益行动倡议书》
8月28日，长期以来关注到这个社会问题
的圣贝国际牙科联合成都商报发起的“关爱
牙缺失老人，蓝丝带公益行动”在成都市清
水河公园正式启动。 此次公益活动旨在通过
象征着“关爱牙缺失老人”精神的蓝色丝带，
传递各位儿女对天下父母的忠孝爱心。 在来
自青羊区、锦江区、金牛区、成华区、武侯区、
高新区的老年人代表与媒体工作者的见证

下，成都商报代表宣读了《蓝丝带公益行动
倡议书》，“让牙缺失老人重新拥有一口好
牙，让他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享、老有所依，拥
有最美一片夕阳红！关注牙缺失老人健康，从
‘齿’开始！”这既是此次活动宣言，也是具
有社会责任感的团体对广大牙缺失老人的郑
重承诺。随后，成都商报代表将象征着本次公
益活动精神的蓝色旗帜传递给圣贝医疗投资
集团副总、成都圣贝牙科医院院长康宁，蓝旗
迎风招展，“关爱牙缺失老人，蓝丝带公益行
动”正式启动。

全城征集32位护牙使者
完成全城“牙地图”爱心接力跑
“我平时很喜欢运动，乒乓、羽毛球都很
在行，还参加过省运动会，但是对牙齿的健康
问题却没什么了解。”来自锦江区的代表苏大
妈告诉记者，这次活动给了她“护齿”的意
识。 而在现场与她曾经有过同样想法的老人
也不少，这次的“蓝丝带公益活动”让他们纷
纷有了“修理”牙齿的念头。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圣贝国际牙科将
联合成都商报在线上线下发起一系列关爱牙
缺失老人的活动。由于健康成人的牙齿为32
颗，因此，圣贝国际牙科将面向全市征集32
位来自各行业的护牙使者，以短跑接力的活
动形式，号召成都市民关注“牙齿健康”问
题。32位护牙使者将各自代表一颗牙齿，循
着象征完美、健康牙齿的齿形跑道完成“牙

地图” 接力跑。 凡年龄在18岁以上、60岁以
下，无心脏疾病、无三高糖尿病的健康市民均
可通过热线电话028-86757336参与报名。

感恩回馈广大市民
专家将为320位老人免费检测
此外， 为帮助牙缺失老人， 传递圣贝
“传递微笑，传递美丽， 传 递 温 情 ” 的 公 益
理念， 圣贝国际牙科还将感恩回馈广大市
民——
—将于 9 月 13 日 在 成 都 举 行 “传 递 健
康， 爱心接力启动仪式”， 届时， 来自韩、
法、 西班牙等国的顶级专家大腕会亲临现
场，为从全城市民中遴选出的320位老人提
供免费检测、诊断。
无论你是自己追求晚年的牙齿健康，还
是作为子女贴心关爱自己的父母，所有老年
人都应该从“齿”开始， 老 有 所 乐 、 老 有 所
享、老有所依，展露自信的笑容，拥有最美的
一片夕阳红。

南充一中学违规
收44.7万补课费
相关人员被问责
南充高坪中学以家长委员会的名
义违规组织有偿补课， 收取913名学生
共44.7万元。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相
关部门获悉， 目前已责令当事学校及
时清退补课费用，相关负责人也受到相
应处分。
今年暑假伊始，一篇名为“穷人的
孩子怎么读书？高坪中学乱收费”的帖
子出现在多个贴吧。发帖网友称：“弟弟
在高坪中学读高中，从高一起，学校就开
始组织补课，早晚自习要收费，周末补课
要收费……暑假期间， 老师又要求学生
交钱补课，弟弟知道家里困难，向老师提
出不补课在家自学，老师竟威胁说‘不
补课下学期就不用去学校上课了’
……”帖文内容同时还发送给南充市委
书记信箱。记者试图联系发帖网友，但未
获回应。
在接到网友反映后， 南充市教育
局、纪委（监察局）等相关部门立即展
开调查，经查，2014年春季开学，高坪中
学高二年级在学生和家长的要求下，由
学生家长委员会邀请了部分教师为自
愿补课的学生进行早晚自习和周末补
课，并由家长委员会收取每生（除孤残
学生、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不愿补课
的学生外）490元补课和辅导费。 调查
发现，共收取了913名学生44.7万元，此
费用于发放教师早晚辅导、周末补课等
费用。调查组调查认定，高坪中学高二
年级各班以家长委员会名义组织学生
集体有偿补课，违反了《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贯彻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规范办学行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
意见〉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
昨日， 记者从高坪区教育局获悉，
目前已责令高坪中学将学生补课费
44.7万元及时清退，并在全区教育系统
进行通报批评， 对高坪中学主要领导
进行诫勉谈话， 分管副校长向区教育
局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 同时责令高
二年级主任向区教育局作出深刻的书
面检讨，并扣除其2014年春季学期全部
奖励性绩效工资。 对于学生反映个别
老师逼学生缴费补课的问题， 调查组
进一步核实清楚后， 将给予涉事老师
相应的处分和处理。此外，责成高坪中
学进一步规范办学， 坚决杜绝违规有
偿补课行为的发生。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