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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了，突然间泪奔了，也许这就
发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卢霖的同
警卢霖罹患白血病正在接受治
是我们警察蜀黍感动了犯人。其
事以及众多爱心人士在医院排起
疗，急需合适的配对骨髓。昨天， 长队，进行血样采集，以便日后能
实，
好多犯错的人并不是坏人。”
晨报报道卢霖亲手抓获的犯罪嫌
网友“糖糖”留言：
“心存善
与卢霖进行骨髓配对。其中，
之前
疑人安某来到医院抽血取样，希
念，看来并不坏，有时犯错是一时
曾写感谢信并表示愿意为卢霖捐
望能为卢霖捐骨髓 （_`a#b
糊涂，
愿他痛改前非，
好好做人。”
献骨髓的犯罪嫌疑人安某，也来
< (: cdefg5hijklS
网友“Loui
s
”则表示：
“人之
到医院进行血样采集，同时看望
mnopT），这一报道受到众多
初，
性本善，
善良永远不会迟到。”
卢霖。
读者关注。
网友 “奔跑的犀牛” 感叹：
安某站在病房外，望着盘坐
—这名一个月前 “回头是岸，
不仅如此，晨报官方抖音（q
善莫大焉。”
在病床上卢霖——
rs)&&!%%;:9!<）也将这一感
抓获自己的警察。他们一个是犯
更多的网友对卢霖送出祝
罪嫌疑人，一个警察，原本应该水
人的场景记录下来，温情的画面
福。
打动了众多网 友。截 至昨 晚 11 火不容，如今却像老友一般聊天。
网友“鱼儿可心”说：
“加油，
我不恨你。等你病好了， 一定会好的。”
时，抖音上这段视频的阅读量达 “你抓我，
我出来后请你喝酒。”安某对卢霖
14.
8万，近万人点赞，百余名网友
网友“诗韵”留言祝福：
“希
说。
留言评论。众多网友留言为卢霖
望配对成功，
早日康复。”
许多网友看了这段视频，了
加油，也有不少网友因安某的善
还有不少热心的网友在留言
解到安某为救卢霖愿意捐献骨髓
举而感动，许多网友还表示愿意
中询问如何采集血样为卢霖配
时，被这温情的一幕深深地感动
为卢霖捐献骨髓，一起努力救治
型。
了。
这位好警察。
网友“悠悠我心”问：
“我是
网友“雁南 ”说：
“不知道
14日 17时 53分，晨报抖音
B型血，
去哪里配型？”

网友“小跟班”表示：
“我是
O型，
有需要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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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产生争执，公交女司机被乘
客殴打头部。不久前，
这一幕发生
在曾厝 公交场站一辆 29路公
交车上。昨日，
记者从厦门警方获
悉，目前涉事男子已被行政拘留，
警方正在对公交司机的伤情进行
鉴定，
进一步依法处理。
一段监控视频还原了事发经
过。10月 13日下午 2时左右，
一
名男子登上这辆 29路公交车时，
用手机进行支付。女司机发觉男
报警后，曾厝 派出所民警迅速
乘客未支付成功，提醒其再次支
赶到现场处置。经查，系杜某超
付。然而，该男子情绪不佳，向女
（男，
34岁，四川茂县人）在该公
司机骂粗话。双方发生争吵，
情绪
交站上车时，因车费支付问题与
越来越激动。
突然，该男子挥手打女司机， 女司机赵某发生争执，随后杜某
超上前殴打赵某，造成赵某头部
女司机也予以还击。随后，
男子发
力，把女司机拖到驾驶室外殴打， 左侧颞骨骨折，左额颞骨及面部
软组织肿胀。目前，
思明公安分局
殴打过程持续了 30秒左右。从视
已对杜某超处以行政拘留 10日
频中可以听见，周围的群众一直
的处罚。警方正在对赵某进行伤
在劝阻双方。
情鉴定，
进一步依法处理。
昨日，厦门警方通报称，接到

对此，厦门公交集团表示，公
交司机工作辛苦，希望广大市民
能够给予公交司机多一分体谅与
理解。若乘客在乘车过程中与司
机发生纠纷，不要采取偏激的手
段，可通过 968828等渠道进行投
诉，相关部门核实后，会进行公平
公正处理。同时，公交集团也强
调，若司机在工作中受到不法侵
害，集团会全力帮助司机捍卫自
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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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厦门海关技术中
心鉴定，东渡海关此前查获的进
境再生塑胶颗粒其中一部分为我
国 禁 止 进 口 类 固 体 废 物 ，总 重
3.
139吨。
此前，厦门某供应链公司以
一般贸易方式申报进口一批初级

形状热可塑性聚氨酯再生塑胶颗
粒，数量为 25.
125吨。经该关大
数据研判存在风险，需现场人工
核查。在初步查验过程中，
这批货
物似乎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但现
场查验关员进一步开柜彻查，终
于发现在部分柜子中还有货物为
杂色混装，颗粒大小不均匀，存在

固废嫌疑，于是联系技术中心进
行取样送检。
经鉴定，该批货物中有 3.
139
吨为生产过程中的下脚料、不合
格品等，属于我国禁止进口类固
体废物其他塑料的废碎料及下脚
料。目前，
该批货物已移交相关部
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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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经工作人员现场劝阻，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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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仍自行攀爬，其对事故发生
y z{^攀爬到铁皮房顶进行
存在重大过错，也没有任何安
拆除作业时，于某身着短裤、拖
鞋，结果一不小心从屋顶摔下， 全意识，应自行承担大部分事
故损失。
身上多处骨折。事后，
于某一纸
诉状，将雇佣他的公司告上法
{ 6N
庭，
索赔 18万余元。
思明法院审理认为，拆除
思明法院近期开庭审理此
违建的施工现场有一定的危险
案。
性且相对封闭，于某能攀爬至
|}~h|&9 正在被拆除的铁皮房顶上，足
以认定雇主公司默许于某的施
2017年 6月，因为要对西
工行为。据此，思明法院认定，
林社区一处违建进行拆除，某
于某受某公司雇佣至案涉工地
公司委派招工负责人赵某雇佣
施工，
双方建立了劳务关系。雇
于某参与施工。当天上午，
于某
在进行拆除作业时一脚踩空， 主公司应对于某在提供劳务过
程中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
从 4米多高的铁皮房顶摔下受
任。
伤。
针对于某身着短裤、拖鞋
于某被紧急送往厦门中医
进行高空作业，雇主公司并未
院救治。经鉴定，
于某身上多处
及时制止，且未提供安全保障
骨折，腹部闭合性损伤、脾破裂
措施，思明法院认为，双方均存
等。于某认为，
受雇进行拆除作
在较大的过错，应承担同等责
业时，因为雇主现场的安全措
任。
施不到位，导致其在工作中受
最终，思明法院判决雇主
伤，公司应赔偿各类费用累计
公司承担赔偿于某经济损失
180085元。
50%的责任，即 89000余元，扣
雇主公司则认为，他们与
于某并未形成提供劳务关系。 除已支付的款项，雇主公司还
需支付 69000余元。
此外，由于于某施工时穿着不
规范，不符合安全施工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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