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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师离职获赔，

几天前，四川南充蓬安县城一家金
店发生被盗事件。一夜之间，店铺柜台
里的一条铂金项链和一枚钻戒同时被
盗，总价值1万余元。

两天后，店员们借助监控视频成功
找到“作案者”，竟然是一只老鼠。“看来
老鼠也想过七夕了。”这让店员们和事后
赶到现场了解情况的民警很无语。

7月2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当事金店获悉，老鼠将偷走的钻戒和
项链藏在店铺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夹
缝里，事后已被成功找回，除包装袋被
老鼠咬坏之外，并未对钻戒和项链本身
质量造成影响。事后，店铺也采取了一
些防鼠措施，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蹊跷
铂金钻戒和项链同时被盗

发生被盗事件的金店，系位于蓬安
县城建设中路的“中国黄金”。7月21日，
金店多名店员向记者回忆，平时，店铺内
共有8名店员，分两班倒，每天中午1点换
班，7月15日中午，当店员们交接班进行货
物清点时，有店员发现，其中一个柜台里
的一枚铂金钻戒和一条铂金项链丢失了。

“我记得很清楚，前一天中午我们
接班的时候，项链和钻戒都还在。”店
员小韦告诉记者，前一天自己和同事
接班时，正是自己去清点的柜台货物，
之后柜台就一直锁着，没有人打开过。
按照规定，店铺内货物被盗，当班店员
将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店员何女
士说，被盗的铂金钻戒和项链加起来，
价值1万余元。

在确定钻戒和项链无缘无故被盗

后，几名当班店员都有些慌了，但店里
丝毫没有小偷撬门入店行窃的迹象，
店员们开始调取店内的监控反复查
看。当班的店员何女士说：“因为晚上
有人住在店里，确定不可能是有人晚
上闯进来偷的，我们就反复看白天的
监控，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真相
老鼠1分钟内叼走钻戒和项链

一直到17日上午，在店员们反复
查看白天的监控无果之后，店员小韦
决定查看晚上的监控试一试，并成功
锁定“盗窃者”——老鼠。

监控画面显示：在15日凌晨零点
59分50秒左右，一只老鼠通过柜台的
缝隙钻进了柜台里面，在凌晨1点0分
35秒的时候，这只老鼠从柜台下方的
缝隙钻出来，能看到嘴里叼着一个包
装袋。店员们确定，丢失的钻戒和项

链，就装在老鼠叼的那个包装袋里。
“钻戒和项链，连同包装袋，起码

有8克左右的重量，居然被它（老鼠）轻
而易举就叼走了。”一名店员在查看监
控画面时说，看老鼠轻车熟路的样子，
感觉就像提前踩好点了一样。

“当时我们在店铺里到处找，都没
有找到被老鼠叼走的钻戒和项链。”7
月21日，金店老板林先生告诉记者，当
时既然已确定老鼠才是盗窃元凶，也
就不好向警方报案，他也没打算让员
工赔偿，他原本想，等到下次重新装修
店铺的时候，说不定能在某个角落找
到被老鼠偷走的钻戒和项链。

进展
首饰被找到，但包装袋已被咬坏

尽管老板表示不会追究店员们的
责任，但是店员们还是想把老鼠偷走
的钻戒和项链找出来。幸运的是，当天

下午，一名店员在店铺靠门口的屋角
夹缝中，成功找到被老鼠偷走的钻戒
和项链，“平时根本看不到夹缝中有东
西，只是当时用手伸进去摸，没想到还
真被老鼠藏在这里了。”

店员们随后拆开包装袋，发现里面
钻戒和项链完好无损，只是包装袋被老
鼠咬坏掉了。事后，当地警方在听说金
店失窃一事之后，也赶到金店了解情
况，确定“作案者”确实是一只老鼠。

“没想到老鼠也懂得浪漫，还想给
情人送钻戒。”眼看七夕节就要到了，
大家纷纷打趣。金店老板林先生说，金
店在当地已经开了10余年，此前从未
发生过类似事件，而老鼠偷钻戒和项
链的怪事更是闻所未闻，事后，他们已
对店铺采取了一些防鼠措施，避免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

勇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受访者供图）

金店万元首饰蹊跷丢失
“小偷”竟是一只老鼠

你曾经的梦想是什么？对于
金堂县官仓镇的陈刚来说，养一
匹马，像古代人那样骑射、打仗，
像草原上的人一样策马奔腾，是
他曾经的梦想。3 年前，做水电
工的陈刚斥“巨资”买回了一匹
名叫“黄飞鸿”的枣红马，为此，
他还特意租住到了城郊的山上，
为它圈出一小片“马场”。

月薪三四千
他却花3万买下一匹马

在成都平原，拥有一匹马，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今年 39 岁
的陈刚曾有2年当兵经历，2000
年脱下军装回到地方后，他成为
一名普通电工，成家立业，结婚
生子。因为在草原上看过赛马，
喜欢骑马、驯马，“拥有一匹马”
的愿望，在陈刚的心里挥之不
去。2016年，陈刚到一个马场学
习如何骑马，如何饲养、驯养马。
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名叫“黄
飞鸿”的枣红马。

“（马场里）斗马，它第二
名。”陈刚说，“黄飞鸿”当时已经
5岁，是一匹成年的骏马，好斗，
勇敢，胆子大，让陈刚格外青睐。

“别的马胆子小，人多的地方不
敢去，它哪里都敢去，不怯。”训
练 10 多天后，陈刚花 3 万多块
钱，买下了“黄飞鸿”。那时，作为
电工，陈刚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三
四千元。

为了养马
他在山上做了个放马场

“黄飞鸿”已经成年定型，马
背高1.54米，马头高1.9米，一身
矫健紧实的肌肉，实际上，“黄飞
鸿”有 800 多斤重。枣红色光滑
的皮毛，头顶蓬松卷曲的毛发，
尾巴又特别顺、特别长，几乎要
拖到地上，跑动起来时，毛发随
着风飞扬起来。坐在马背上扬鞭
的陈刚，那一刻，神采飞扬。

养一匹马，跟养猫养狗不大
一样。毕竟是大型家畜，又生性
爱动，为了养马，陈刚在距家10
多公里外的山上，租下一个房
子，除了有马厩，房前的院坝，用
钢管搭成架子圈起来，做了个不
大的放马场。几乎每天，“黄飞
鸿”都要在院子里撒撒欢，不时
地打着满意的响鼻，“健康的马
才打响鼻，要是不打，可能就是

生病了。”陈刚说，环境对马匹的
健康十分重要，不能过于吵闹，
空气质量也要好。

2017年冬天，陈刚和一群同
样有养马爱好的朋友相约，一行
人共7匹马，从金堂、广汉出发，
到德阳广汉松林桃花山，那一天，
一个来回，足足有100多公里。

人马日常：
主人回来马儿能准确辨识

3年时间，陈刚和“黄飞鸿”
相处得很好。陈刚的父亲笑着
说，现在，只要陈刚的摩托车从
大门开进来，二十米开外的马厩
里，“黄飞鸿”都能准确地辨识出
来，是主人回来了。

每天，“黄飞鸿”的胃口可不
小，4顿草料，2顿豆类、麦麸、玉
米打成粉的主料，加起来要吃
20多斤。除了主食，“黄飞鸿”也
爱吃红萝卜、花生，“朝前点脑
壳，就是跟你要吃的。”陈刚说。

虽是大型家畜，“黄飞鸿”的
脾气挺好，哪怕是陌生人，也能
摸它。但也不是完全没脾气，“马
耳朵侧着，就是在听声音，要是
朝后面，就是生气了。”陈刚说，
生气归生气，“黄飞鸿”从不伤
人，训练的时候不高兴了，也就
是做出往后踢腿的动作吓唬吓
唬。只要调教鞭子指着它，它就
不敢“轻举妄动”了。

陈刚说，买回“黄飞鸿”那年
的冬天，他在遛马时，遇到了也
爱好骑马的人，提出想要骑马的
要求，“本来马就需要训练，长时
间不骑，就要变‘野马’了。”陈刚
说，但光是自己一个人，没有那
么多时间和精力都用在骑马上。
而为了驯马，他已经从全职电工
变成了兼职。

从那以后，每到冬天，他就将
“黄飞鸿”牵到城郊，游客比较多
的地方，花上几十块钱，就能体验
一把骑马驰骋的感觉，一方面能
挣些钱，另一方面，又能达到驯马
的运动量。“有时候，有些熟悉的
喜欢骑马的人，会提前预约，过来
骑马。”陈刚说，远一点的从成都
其他区县过来，近一些的就是金
堂本地人。最多的时候，陈刚会特
意换上青色长袍，戴上草帽，扬着
马鞭，驰骋在赛场上，“黄飞鸿”载
着他，跑向靶点，侧身，抬弓射箭，
箭头稳稳地扎中靶心。

我的马儿叫“飞鸿”

对于个人能否饲养马匹的
问题，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致电金堂县统筹城乡和农业林
业发展局畜牧科相关负责人，对
方介绍说，因马匹属于家畜，有
在引进和买卖时应当进行检疫
办理检疫证的相关规定。但如农
村自己养猪牛羊等家畜一样，相
关部门也只是对此有规定，但并
无强制要求，也不会对没有办证

的牲畜进行处理，“禁养区”主要
是针对大型养殖繁育。对于动物
没有具体的特殊要求，哪些动物
不能养，对方表示，个人专业角
度不建议在成都地区养马，因为
气候、草、饮水等方面都不是很
适宜，对这种新奇的养宠物方式
不太提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领赔偿金/
收到15000多枚硬币
前后数了六七个小时

去年12月，张女士入职绵阳某培
训学校，担任语文老师。今年6月3日，
学校将其辞退。6月5日，张女士以没有
签订合同，没有购买保险等为由，向绵
阳市游仙区劳动部门申请仲裁，要求
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5300元。7月2日，游仙区劳动部门发了
仲裁调解书，学校7月16日前向张女士
一次性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差额等各项费用共计7500元。

7月19日，张女士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7月16日下午，她到学校去
领取赔偿金，当时财务人员喊她出一
份收据，而她在找A4纸时，还和其他老
师发生了冲突，“他们就是针对我，本
来有纸的也说没有纸，甚至还有老师
来推我，后来我还报警了。”

更让张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财务
人员给她拿钱时，直接搬了个箱子，里
面有很多硬币，包括一元、五角、一角
的硬币，也有100元、10元等面值的纸
币。看到那么多的硬币，张女士更加生
气了，拒绝接收。

“他们喊我自己去数，但我没有同
意，那是对我的侮辱，我就不收，后来
我要求要数也要喊他们的人一起数。”
张女士说，后来，一人过来和她一起将
硬币抱到银行，跑了几家银行才找到
一个可以清点硬币的地方，当天下午，
在银行清理了3个多小时，但还是没有
清理完，17日上午，她又和老公一起，
到另外一家银行进行清点，又清点了3
个多小时。

不过，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问
张女士硬币共有多少钱时，她称大概
有15000多枚，但具体金额自己已记不
清楚。

财务人员/
女教师曾让自己受处罚
还发微信威胁我家人

那么，财务人员为何要给张女士
拿硬币呢？19日，该培训学校负责人文
女士介绍，7月14日她到外地出差，将
7500元的现金交给了财务人员，全是
100元面值的，后来是财务人员私自换
了硬币。“当天给硬币时，我在员工群
里看到了，还进行了制止，但他们没有
听，我担心出事，还专门给一个老师打
电话，喊他帮忙协调处理。”文女士说。

19日，面对兑换硬币一事，当事财
务人员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女士曾经在用他的电脑时，将一些
财务资料拷走，而他还是从劳动仲裁
开庭后，张女士出示证据时才发现，因
为那些资料只有他电脑上有。

“因为这个事，学校还对我进行了
处罚，我心中本来就有怨言，她又发微
信威胁我家人等，心中就更加不满，而
且她和另外的老师也相处不好，我们
大家就商量决定给她一个教训。”财务
人员说，于是就从各自家里换来了硬
币，有一元、五角、一角的，“都是从各
自的家中换来的，大概有2000多元，另
外还有100元面值的纸币2000多元，10
元面值的纸币2000多元。”

针对财务人员的说法，当事人张
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没
有盗取过财务资料，同时，她还坚称，
是同事先在微信上骂她、威胁她。

培训机构/
将对财务人员进行警告
但张女士也有不对之处

“张女士是我亲自招进来的，也是
亲自辞退的，确实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这是我们的不对，劳动仲裁的结果我们
也欣然接受。但张女士的能力确实不适
合学校。”文女士说，而且，张女士的一
些行为极不符合培训学校的要求，比如
骂学生等，“还是当着我的面骂学生，而
且是多次，所以进行了辞退。”

对于财务人员私自换取硬币给张
女士的行为，该培训机构负责人文女
士表示，学校会将此事进行通报，对财
务人员进行警告处理，而且以后再有
影响学校声誉的行为发生，会直接进
行开除。

不过，文女士表示，虽然财务人员
的行为不友好，但张女士自己也做得
不对，她盗取了财务人员电脑上的财
务资料，这也是明显不符合规定的，从
而也导致了财务人员受处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财务人员：想给她个教训 ■培训机构负责人：将对财务人员进行警告

哼！

啊？

哈！

四川绵阳一名培训机构的女教师张女士（化名）被辞退，经过劳
动仲裁获赔7500元。7月16日去领钱时，财务人员给了她一箱子硬币，
数了六七个小时，经统计，硬币有15000多枚，共3000元左右。

7月19日，该培训机构负责人表示，当天她在外出差，通过电话
和微信制止过财务人员给硬币，但没有效果。同时，财务人员表示，
因为离职女教师盗取了他电脑上的财务文件等，导致自己受到学校
处罚。而且该女教师还发微信威胁其家人，自己心中有怨言，同时女
教师与其他老师也相处不好，大家一致决定给该女教师一个教训，
就从各自家里面找来硬币换了，共换了2000多元。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9195期开奖
结果：734。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19084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4
27 14 20 08 18 蓝色球号
码：0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9195期开奖结果：689，直
选：5530注，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0注；组选6：14150注，每
注奖金173元。（16281530.27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9195期开奖结果：68915，一
等奖50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86732868.08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
19084 期 开 奖 结 果 ：
6479003，一等奖0注；二等
奖11注，每注奖金28306元；三
等奖110注，每注奖金1800元。
（51592431.52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
年9月19日)

体彩

不建议在成都地区养马
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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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收到的硬币

箱子里有很多一元、五角、一角的硬币，也有部分纸币

被老鼠咬坏的包装袋圈内为“行窃”的老鼠

财务人员给她拿钱时，直
接搬了个箱子……里面有很多
一元、五角、一角的硬币，也有
100元、10元等面值的纸币

收到 多枚硬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