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才旦：退休 5 年坚持捡烟头
相机定格祖孙捡烟头一幕

11月 13 日，李孝贤老人像往常一样带
上心爱的相机， 上街散步拍照。 当他走到
省城中区大同街口时， 看到一位老人带着
自己的小孙子在捡烟头，咔嚓一声， 李孝
贤老人拍下了这一幕。

两位老人寒暄了一阵。原来，带着孙子
捡烟头的老人名叫多才旦， 几年前， 退休
后开始在街上捡烟头，到现在坚持了 5 年。
现在小孙子长大了， 便带着孙子一起捡烟
头。

“为了美化西宁的环境，为创建文明
城市作贡献。 多年来，他不怕脏和累，在大
街小巷坚持捡拾烟头。 最近， 他又带着小
孙子一块儿捡烟头， 这种文明美德应该宣
传赞扬。 ”李孝贤老人被多才旦坚持数年
捡烟头的举动所打动， 写下了自己的感
想。

受传统文化影响开始捡烟头

11 月 16 日 14 时许， 记者依照李孝贤
老人提供的地址， 找到了多才旦。 一把镊
子、一个小纸盒、一个黑色的小包，多才旦
行色匆匆，带着“装备”正准备出门去捡烟
头。

说起捡烟头一事， 多才旦说， 他退休
后， 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深受启发的
他决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他人。
“捡烟头就是为了帮清洁工。 ” 清洁工每
天扫地很辛苦， 像烟头这种小垃圾卡在砖
缝里不容易扫出来， 用镊子比较容易清
理。 多才旦称烟头为 “重复度很高的垃
圾”，很多抽烟的人不注意，随手就扔，清
洁工扫也扫不完，所以自己就帮着捡捡。

“年轻的时候抽烟喝酒穿名牌，以为
那些都是最好的， 老了就知道人最重要的
是要有一颗真心。 ”多才旦说，他捡烟头不

是为了受人夸赞， 也不是为了登报宣扬，
只是想在晚年生活中保持心灵的纯净，每
天利用锻炼身体的工夫给别人帮帮忙，觉
得心里很踏实，过得也很充实。

给孩子穿金戴银不如教他助人为乐

多才旦说， 他也曾带着妻子一起捡烟
头，妻子生病后，他就一个人捡，平均每天
捡两个小时。现在小孙子已经 3 岁了，就带
着他一起捡。

“小孩子都很善良，给他金银财宝不
是爱，应该教他帮助别人，让自己快乐。 ”
多才旦认为， 父母应该言传身教， 给孩子
讲道理，讲文化、教品德。 所以，他会一直
带小孙子一起捡烟头。

作为爷爷，多才旦当然也心疼孙子。此
时的小孙子吃完午饭后正在午睡， 他出门
独自捡拾烟头， 等孙子睡醒后， 他就带着
他出门，一边遛弯儿，一边捡。

不愿接受采访
认为自己做的是小事

14 时 30 分许， 记者跟随多才旦一起
出门。 一出小区大门，他便接连弯腰，熟练
地捡起地上的烟头。 在一家银行门口，地
上躺着七八根长短不一的烟头， 多才旦蹲
在地上， 将它们一一捡入小盒子里， 有的
烟头还未熄灭，冒着烟。 还没走几步，小盒
子已经装满了。

弯腰，捡起烟头放到盒子里，再倒入垃
圾箱中。 多才旦每天都要重复很多次这一
套动作。 一开始，他一再拒绝记者的采访，
认为自己做的只是小事，不值得登报。

采访中， 多才旦所住小区门卫段师傅
说， 每天看到多才旦老人出来捡烟头，他
就会跑到院子里瞅瞅是不是哪里没扫干
净。 记者跟随多才旦出门， 一路上很多邻
居都笑着冲他点头。

“我可能做不到每天出门捡拾垃圾，
但我可以保证，不会乱扔垃圾。 ”一位邻居
笑着说。

路口红绿灯 “罢工”一年多
本报讯（记者 李云）“城北区新村站三岔

路口的交通指示灯坏了一年了，那里经常出事
故，希望《西海都市报》反映一下，附近有两所
学校，学生过马路让人很担心。 ”11 月 16 日，
市民高先生拨打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说。

当日中午，记者前往城北区廿里铺镇宁张
路新村公交车站，附近的三岔路口有两处交通
指示灯，但都没有正常工作。 住在附近的市民
马先生说， 这里的交通指示灯不亮有一年多
了。

记者发现，因为没有交通指示灯，三岔路
口交通混乱，再加上来往的车辆多，路两边的
行人想过马路很困难。

马先生说，这一带常发生交通事故，与路
两边的绿化带有关系。 绿化带太高了，司机很

难看到路两边的状况， 冬天还稍微好一点，夏
天枝叶茂盛的时候， 绿化带几乎就成了两堵
墙，直行的车辆看不到右边要左转的车辆。

这个三岔路口附近，有西宁市城北区宁大
路第二小学（静雅小学）和西宁市第二十五中
学，每当放学时，许多家长都非常担心。“很吓
人，来往的车辆多是大货车，有些根本不减速
不按喇叭，一到放学时间，家长挺担心孩子的
安全。 ”一位家长说。

对此，西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这两处信号灯的电源本是由廿里铺镇
新村村委会提供，新村村委会搬迁后，没有单
位负责提供电源，导致信号灯长期不亮。目前，
交警部门正在和西宁市供电局、生物园区管委
会等单位协商解决此事。

本报讯（通讯员 周启萍）每逢双十
一，网购业务都会激增，从而引发全国物
流企业超负荷运行。 其中，快件中转滞留、
快件损坏等双十一“后遗症”问题频频曝
出。 消费者往往要等数日甚至长达十天左
右才能收到网购的商品。 同时，还会出现
快件丢失、快件损毁、快件内件不符等问
题。 为此，省消费者协会结合相关法律法
规为您维权支招。

一、消费者可依据新《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规定维权。

新《消法》第 44 条规定，消费者通过
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要求赔偿。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
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
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 消费者也可以向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
应当履行承诺。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
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二、 消费者可依据 《快递市场管理办
法》的规定维权。

遇到快件延误时。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
业应按照与用户的约定，依法予以赔偿；没

有约定的，可按以下原则进行赔偿：1.延误
的赔偿应为免除本次服务费用 （不含保价
等附加费用）；2.由于延误导致内件直接价
值丧失，应按照快件丢失或损毁进行赔偿。

遇到快件丢失时。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
业应按照与用户的约定， 依法予以赔偿；
没有约定的，可按以下原则进行赔偿：1.快
件发生丢失时，免除本次服务费用（不含
保价等附加费用）；2. 对于购买保价的快
件， 快递服务组织按照保价金额进行赔
偿；3.对于没有购买保价的快件，按照《邮
政法》、《合同法》 等相关法律规定赔偿；
4.造成用户其他损失的，按照相关民事法
律法规赔偿。

遇到快件损毁时。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
业应按照与用户的约定， 依法予以赔偿；
没有约定的，可按以下原则进行赔偿：1.完
全损毁，指快件价值完全丧失，参照快件
丢失赔偿的规定进行赔偿；2.部分损毁，指
快件价值部分丧失，依据快件丧失价值占
总价值的比例，按照快件丢失赔偿额度的
相同比例进行赔偿。

遇到快件内件不符时。 经营快递业务
的企业应按照与用户的约定，依法予以赔
偿；没有约定的，可按以下原则进行赔偿：
1.内件品名与寄件人填写品名不符，按照
完全损毁赔偿；2 内件品名相同，数量和重
量不符，按照部分损毁赔偿。

消费提示：
用法律应对双十一“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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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海都市报开辟《凡人善举》栏目以来，一个个百姓身边的凡人善举经报道后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评。 11
月 16 日 11 时许，热心读者李孝贤老人走进西海都市报社的接待室。 他手拿 11 月 13 日的《西海都市报》，夸赞
《凡人善举》栏目刊登的新闻暖心、感人。 随后，他向记者讲述了在西宁街头碰到的暖心一幕———

本报记者 刘雅勤 文 / 图

制售假发票 两男子被批捕
本报讯 （记者 祁宗珠）11 月 13

日，欧某和唐某被西宁市城东区人民
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两人从今年年
初开始在西宁制售假发票， 案值达
648 万元。

10 月初，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分局
经侦大队民警发现，有人通过发放街
头小广告，在制作假证的同时，还为
市民制作并销售假发票。

经过多方调查取证，民警将犯罪
嫌疑人确定为 24 岁的福建小伙欧
某。 办案民警发现，欧某在网上收到
票样后，直接将票样转给湖南籍男子
唐某。 11 月 3 日，两人在交易假发票

时，被经侦大队民警抓获。
据两名嫌疑人交代，欧某向唐某

提供电子版票样后，由唐某负责在西
大街附近的出租屋内制作假发票。 制
作完成后，转售给欧某。

唐某交代， 他从 2015 年年初开
始，买了电脑、打印机、制章机等设备
后，在出租屋内制作假发票。 办案民
警在搜查出租屋时，查获普通手撕发
票 12 本，涉案金额 18 万元，查获增
值税发票 45 份，涉案金额 630 万元，
其中包括偷逃税款 100 余万元以及
各类空白发票、印章等，涉案资金达
648 万元。

多才旦在捡拾烟头。

李孝贤老人夸赞西海都市报《凡人善
举》栏目。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他说：“每天给别人帮帮忙觉得心里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