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空气送来大风天
本报讯（记者 殷磊 通讯员 小郑）随着

冷空气的减弱，昨日鹭岛气温继续回升，午
间最高气温还是达到了20.4℃。

新冷空气的先头部队已经在昨夜抵达
厦门。今天我市气温将明显下降，白天最高
气温将跌至16℃，清晨最低温气温为10℃。
市区东北风可达 3-4级，沿海地区会出现
6-7级、阵风8-9级东北大风。空气湿度还
是偏高，相对湿度在60%至90%之间变化。

明天气温将继续小幅下挫，清晨最低
气温可降至8℃；白天最高气温为16℃。东
北风越发强劲，市区风力可达4-5级、短时
阵风7级，沿海也将有7-10级的东北大风，
海上作业船只要小心风浪，谨慎行驶。

后天冷气团继续掌控鹭岛，东北风呼
啸不息，风力仍然强劲，气温在9℃至15℃
之间变化。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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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醒，这一次
冷空气的影响，降温还
在其次，主要是会带来
强风天气，市民要及时
添衣防风御寒，提前将
阳台上的悬挂物取下，
避免掉落伤人。

每日导购

明天 后天

今天
气温：10℃-16℃
白天：阴天到多云 夜间：阴天到多云
风向：东北风3-4级
空气相对湿度：60%-90%

气温：8℃-16℃
全天：多云
风向：东北风4-5级
短时阵风7级

气温：9℃-15℃
全天：多云到晴
风向：东北风4-5级

厦门三天天气

海洋预报
厦门海洋环境预报台发布

■高潮时：10时45分和22时35分
■低潮时：04时15分16时45分
■表层水温：14.0℃至16.0℃
■厦门岛南部海域浪高：1.3至2.3米

“31选7”第14007期
昨日开奖
特等奖0注中

摇奖结果
26 06 11 08 24 22 09,17

“22选5”第14012期
昨日开奖

特等奖10注中

摇奖结果
07 03 11 20 19

厦门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15个主要城市今日天气

来源：中央气象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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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璇 通讯员 陈叶清）
昨日下午，岭下社区结合“情暖禾山·便民
志愿服务下基层”活动，在阳光公寓开展
计生志愿者服务，针对眼下市民热议的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接受现场咨询，引导
符合生育条件的育龄夫妇等我省生育政

策制定完善公布后再生育二孩。
小何的妻子是独生女，夫妇俩已育有

一个女孩，当得知“单独”可以生育二孩的
消息后，两人恨不得马上准备怀孕，昨日
两人特地前来咨询办证事宜。岭下社区
的计生人员提醒他们，千万别急着怀孕，

因为在我省的新政策正式实施前，“单独”
生育二孩仍属政策外生育，可能会因提前
生下孩子而被征收社会抚养费。

工作人员还在现场分发“致流动人口一
封信”，提醒大家利用返乡机会办理婚育证
明，便于回厦后能享受更多优惠便捷服务。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陈镌娟 通
讯员 黄立春）前日下午，中山路新华
路上热闹非常，市妇联在此举办“美
丽厦门，共同缔造”来厦女员工欢喜
过大年暨“娘家人三进三送”志愿服
务活动。

活动现场，有慰问困难家庭、文
艺演出、医疗保健咨询及妇联惠民政
策宣传，平安家庭、文明家庭、家庭美
德宣传，法律有奖知识问答等，丰富
多彩的服务项目吸引了众多来厦女
员工和过往游客参与。

泰国特色医疗
有意“登陆”厦门

本报讯（记者 沈彦彦）日前，
“2014中泰文化经贸旅游交流论坛”
在厦门举行。泰国驻中国大使馆大
使、泰国驻华机构最高长官伟文·丘
氏君等来到厦门，和与会的中泰企业
家代表面对面交流。

泰国企业家带来了许多意向投
资项目。在泰国取得河上游艇码头唯
一执照的泰国大亚旅运社公司带来了
高尔夫旅游、游艇码头建设项目；年产
钢铁38万吨的YONGTING有限公
司带来了钢铁厂增资扩产项目。

泰国曼谷一家五星级私人医院
有意与厦门企业合作，开发私人医
院，包括目前在中国市场颇受欢迎的

“人工试管婴儿干细胞”、“婴儿乳牙
干细胞”等特色医疗项目。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陈冬）今
年66岁的徐根梅，每周专程从漳州
回厦门，参加市文化馆的旗袍沙龙
模特免费培训班。昨日下午，她和
其他模特队学员登上市文化馆一楼
大厅舞台，展示近一年的学习成
果。这个节目是“厦门市文化馆
2013年免费培训班汇报演出及成果
展示”17个节目的其中之一。

昨日登台表演的包括少儿舞蹈
班、中老年模特班等免费培训班的百
余位学员，演员上至70岁老人，下至6
岁孩童。今日下午，市文化馆还将举
行免费开放培训项目展示戏曲专场。

据悉，今年的第一期免费培训报
名将于2月16日 9时在市文化馆网
站开放网上报名。免费培训班每个
项目一期3个月，一周上一次课。授
课老师既有文化馆的专业人员，也有
外聘的专业老师，科目丰富，培训种
类繁多。至于报名条件及名额，可留
意市文化馆网站（http://www.xm-
whg.com.cn/whg/）上的报名信息。

本报讯（记者 徐景明）动漫人物的名字也能
买到火车票？这两日，有个别旅客利用铁路购票
系统漏洞，用正确的身份证号码加假名字购票，
并趁春运人多、工作人员难以依次准确核实的
机会取票上车。昨日，铁路部门和法律人士提醒
旅客，这种恶作剧不要模仿，一旦被查到，将遭受
严厉处罚。

1月1日出台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铁
路互联网购票须知”中，都明确规定旅客在购买
车票时，要提供正确的身份信息，使用编造的假
名属于故意违规。目前，闽赣车站已实行100%
实名查验，旅客务必做到人、票、证三合一。使用
假名字买票的恶作剧行为如被发现，铁路部门可
依照有关规定没收车票、处以罚款，相关人员将
不能上车，甚至被列入“购票黑名单”。

由于一些旅客在“幸运”逃过层层检查后，发
帖在网上“炫耀”，对于这种行为，铁路部门将调取
身份证号或票号等相关信息，追究其相关责任。

法律人士提醒，此类行为涉嫌使用伪造身
份信息购买车票，已经触犯我国相关法律。如，
春运期间旅客众多，多环节、繁琐的人工查验将
降低整体进站效率，加重铁路运营负担，这种恶
作剧已经扰乱了公共秩序。同时，如果这种方法
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从而造成铁路运输企业或第
三方损失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目前，铁路部门已经着手修补系统漏洞，并
在全国各车站对此类行为进行严查。同时提醒
广大旅客，切勿以身试法。

本报记者 曾嫣艳 应洁
昨日凌晨零时10分，集美集源路附

近一家24小时自助银行内发生一起抢劫
案。一名手持棍棒的男子尾随存款女子
小王进入自助银行，在电子眼下公然行凶
抢劫，抢走受害人卡内所有存款及身上的
现金、手机，连包里的护肤品也不放过，走
前还踢了受害人一脚。

据悉，受害人头部多处被砸，目前仍
在住院接受治疗，警方已经立案调查。

事 件 输入银行卡密码后脑袋被砸

受害人小王今年30岁。昨日凌晨
事发后，她在许多热心路人的帮助下，被
120急救车送往市第二医院治疗。

昨日上午，她被医院急诊观察室收
治。医生说她被送来时头部有多处血
肿，有多处裂伤且有流血，右手背也有一
处血肿，一共缝了十多针。谈及被抢一
事，小王心有余悸地透露，进入24小时

自助银行后，本以为把身上的营业款全
存进卡里，就会安全了，没想到她刚把银
行卡插入ATM并输入密码，后脑勺便
被猛击几下，顿时人就晕了。

“连续砸了三四下，营业款、手机、钱
包、护肤品，还有卡里的300元钱余额，
都被嫌疑人抢走了。”小王说，当时光顾
着用手保护头部，没看清对方的模样，最
后还被对方踢了一脚。

目 击 嫌疑人戴口罩骑摩托车

小王和家人称，很感激帮助过她的热
心市民。

报警人吕先生当时听到呼救声，发现
小王倒在血中，就冲进自助银行帮忙。他回
忆说，他不仅看到小王头部流血，还瞧见了
疑似作案的两名男子的身影，其中一人戴着
口罩，坐上了另一人的摩托车后离开。

小王说，她关了店门准备回家，路过
一个黑暗的路口，觉得似乎被人尾随了，但
转了几次头都没见着人影，心想赶紧将揣
在身上的当天营业款存了。她以为自助银
行里有摄像头，应该会安全点，但没想到还
是被尾随行凶。

记者昨日从集美警方证实了这一案
件。警方透露，小王在ATM存款时被嫌疑
人持棍棒类器械殴打头部，并抢走其随身
携带的现金1300元、手机等财物。

据悉，小王目前暂无生命危险，此案
由集美分局刑侦大队受理侦查。

（报料人：曾先生 报料费：80 元）

文/图 本报记者 何无痕
七零八落的油菜

花、四处乱扔的垃圾、
“琳琅满目”的小吃摊，
这一幕让许多市民及忠
仑公园的管理人员感到
很心痛，“真不知是去看花
还是去看垃圾？”一位网友抱
怨道。

问 题 花倒了，垃圾占领公园

去忠仑公园看油菜花，本是市民小
袁的周末计划，但看到微博上的关于忠仑
公园乱象的照片，她果断放弃了行程，而
更多市民则是去了现场才惊觉“受骗”。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忠仑公园，发现
这里确实与两个星期前的景象有了不小
的变化——尽管远看过去油菜花依旧美
丽，近看却显得“无精打采”，靠近路边的
花几乎都倒了，有些花的根茎都已烂掉，
明显可以看出有人为踩踏的痕迹。而地
面上不时可以见到餐盒、竹签、烟头，几
处路口都已被小贩“抢占”，各色小吃云
集，包括棉花糖、铁板豆腐、关东煮、寿

司、冰激凌。而公园的
停车场早已经“车满为
患”，为了一睹美景，不
少车辆索性违章停在
路边。

看到人们站在花中
拍照的景象，市民黄小姐

说，“大家都是来看花的，怎
能为了拍照随意践踏呢？”

困 难 打扫的速度赶不上扔的

忠仑公园管理处张主任告诉记者，
上周起游人剧增，“可能是孩子们放假
了，再加上媒体的宣传，看油菜花的人也
就越来越多。”公园方面很快增加了管理
人员，但尽管4个保洁人员从早上7时工
作到下午5时30分，打扫垃圾的速度还
是不如游人乱扔垃圾的速度快。由于公
园没有处理的权限，对于游人的一些不
文明行为只能进行劝导。张主任说，希
望市民自觉爱护油菜花，并乘坐公交车
来，以免出现停车难的情况。“我们也在
跟有关部门探讨，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
一起维护公园的美丽。”

“单独”提前生二孩？先别急！
孩子在我省新政策出台前出生，仍可能被征收社会抚养费

夜半存钱挨闷棍
热心市民急救助

赏花竟成“辣脚摧花”
忠仑公园油菜花被踩得七零八落，垃圾、小吃摊占领公园

本报记者 何无痕
其实，厦门有油菜花的地方并不

止忠仑公园一处。但事实上，这些盛
开着油菜花的美丽风景，都多多少少
遇到了相似的状况。市民们为了拍
摄到最美的画面，索性直接踩进花
田，不少父母甚至鼓励自己的孩子踩
花摘花，起了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

盛开的黄灿灿的油菜花，宛如一

幅美丽的乡野风情画，引得无数市民
“折腰”，但不少市民却只想把这美丽
的自然风光，化为相机里停驻的美丽
瞬间。为了一时的美丽而“糟蹋”自
然美景，似乎已本末倒置。

人与自然，本应和谐共处，花儿
自绽放，我们纯欣赏。做一个真正懂
得欣赏的人吧！将风景留在心里，将
美丽还给自然。

请将美丽还给自然

用假名买火车票
已犯法，必严罚

本报讯（记者 徐景明 通讯员 匡善华）随着
预售期内已能买到大年初二的火车票，铁路春运
节前售票高峰过去了。1月 16日，2014年春运
将正式拉开帷幕。

南昌铁路局昨日介绍，截至1月12日零时，
该局已发售火车票 593万张，其中半数是通过
12306网站发售的。

由于电话订票、网络购票相当便捷，旅客彻
夜排长队、长时间辛苦等待购票的场面已经难得
一见了。昨日，在五一文化广场临时售票点，购
票的旅客并不多。铁路部门表示，随着售票压力
变小，他们将酌情考虑撤除这个售票点。

今年，铁路部门还采取降低团体门槛、提前
发售临客车票等措施，最大限度地为务工人员提
供便利。在厦门、福州等务工人员集中地区，该
局为592家用工企业和220批5人以上自组团办
理了务工人员团体票，使这些人员足不出户就能
买到票。

学生也是重点照顾群体之一。今年，铁路
部门继续采取优先办理学生票的措施，在自动售

（取）票机上加装了学生优惠卡识读设备，大大方
便了学生购取车票。

今年春运，我市铁路将承担340万旅客的运
输任务，同比增长超过16%，压力较大。其中，节
前春运中（厦门地区以发送为主），1月22日（腊
月二十二）至1月28日（腊月二十八）为节前高峰
期，厦门地区铁路三站到发旅客将突破10万人
次，1月28日是节前最高峰。

节后春运中（厦门地区以到达为主），2月5
日（正月初六）至2月9日（正月初十）务工人员将
大量出行，形成节后第一个客流高峰期，2月15
日（正月十六）至2月18日（正月十九）将进入第
二个客流高峰期，预计2月16日将达到今年春运
客流的最大峰值。

厦门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美人斑
昨天在八市大鼓鱼店鲜活上市，重达
4.5 公斤，被一家酒店以 4320 元买
走。（曾江海 曾嫣艳 整理）

本报讯（记者 殷
磊）上一周进入“三九”，
气温一度“跳水”，跌幅
达10℃左右。

上周一，厦门史上强度最大、持续时间
最长的雾霾天终于结束。上周二、周三，气
温大幅回升。上周三市区最高气温达到
22.1℃，当天夜里开始，回暖的势头被强冷空
气终结。上周四，各地午间气温降到12℃左
右。上周五清晨，气温跌到了此次冷空气影
响的谷底，市区最低气温只有8.8℃。双休
日，冷空气后继乏力，气温又开始上升，市区
最高气温突破 20℃大关，最低气温则冲破
10℃，暖意融融的天气又回来了。

雾霾走了气温大起大落

下月16日起
市民可报名参加
免费文化培训

在厦女员工
接受志愿服务

昨天，开禾市场103号上市的樱
桃，以优惠价出售，每公斤 76 元，比
市价便宜14元。

樱桃特价出售

美人斑现芳踪

120120和警方到场抢救受害人和警方到场抢救受害人。。图图//热心读者提供热心读者提供

油菜花油菜花““躺下躺下””了不少了不少。。

市民站在花丛中留影市民站在花丛中留影。。

旅客检票进站旅客检票进站。（。（资料图资料图//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协云王协云 摄摄））

节前售票高峰已过
春运16日拉开帷幕

受害人没有生命
危险；市民称，
嫌疑人疑为两名
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