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
日， 长沙市
中雅培粹学
校的学生们
正 在 上 木
工课。
通讯员供图

本报4月2日讯 划线、锯割、
刨削、锯凿、装配连接、表面处理
……今日， 在长沙市中雅培粹学
校，2008班的学生们纷纷变身
“鲁班”，用钢卷尺、台钳、墨斗上
了一堂“木工课”。“希望学生在木
作制作中体会木工中蕴含的力
学、美学、数学和哲学智慧。”该校
校长龚玉刚告诉记者， 学校与湖
南雨花非遗馆联合打造的“中雅
培粹校园木构传承工坊” 正式上
线后，学生们都非常享受这堂课。

木工活搬上课堂

“今天做的是‘倍力桥’。”
2008班学生贺逸龙告诉记者，他
的面前摆着直尺、角尺、锯子等工
具， 还有一段做过标记的木头，
“小时候在老家用锯子锯过竹子，
是做玩具，当时觉得很好玩，但不
会专业操作。 现在学校有这门必

修课， 就可以在课堂上跟着老师
做了。”

记者发现，在桌上摆放着“劳
动必修课学习手册”，里边记录着
这节课的实践任务、 所使用的工
具、过程，以及老师考核评价和自
我评价。

“木工工艺是一门传统而又
古老的工艺， 要掌握它的技巧和
精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8小时
的课程设置是为了保证木工课堂
的连续性， 也给予学生更多的实
操时间，让他们沉下心来，感受木
工工艺背后所蕴含的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雨花非遗
馆的肖洪波老师表示。据悉，木构
传承工坊自3月15日建成投入使
用以来，已完成了近400余名学生
的课堂教学任务。目前，学校每周
开设木工课四天， 初一年级按班
序进行上课， 每班每次上课时间
为8小时，授课内容为传统木工工

具的使用以及木质构造作品制作。

培养学生劳动创造力

“我们要为学生输出更优质
的体验课堂， 为学生打造更好的
体验环境。”长沙市雨花区非遗馆
馆长邓运姣表示， 本次联合打造
木构传承工坊是在劳动教育课程
体系建设上的一次成功探索。未
来， 非遗馆也将不断完善传统木
工课程体系建设， 让木工课程成
为劳动教育课程新亮点。

龚玉刚表示，“中雅培粹校园
木构传承工坊”正式落地后，将非
遗中蕴含工匠精神的“木工课程”
作为学生每期必修一次劳动创造
“新课程”，希望木工工艺课程为学
校劳动课程体系的实施加持，培养
出更多具有劳动创造力、工匠精神
的学生。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实习生 林心滢 通讯员 杨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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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金条引来11人认领，谁是真正失主
爱心屋负责人：希望失主能提供发票、金条证书编码等信息 律师：恶意冒领将构成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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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发现金条的这批爱心
衣物来自三个不同的公益组织，
清理出金条后，我马上在爱心群
内询问过，当时并没有人出面认
领。为了尽快找到失主，不让好
人吃亏， 我们才向媒体寻求帮
助，没想到一下子这么多人来认
领。”姚志军告诉记者，从昨天晚
上到今日一早，接到了很多并非
爱心捐赠人士的电话。让她苦恼
的是，一些媒体提前曝光了金条
的清晰照片，“都能说出关于金
条的细节， 失主身份真假难辨，
我现在真的是又苦恼又焦急。”

记者赶到“慢天使”爱心屋
时，姚志军满脸愁容，因为金条
十分贵重， 而且距离发现已经

过去了3天， 她实在是不知道拿
着怎么办为好。

“我个人肯定很难辨识失主
身份了，希望失主能提供当时购
买金条的发票或者银行流水、本
人身份证、金条证书的编码等信
息，在派出所民警和媒体的见证
下领走，我才能安心。”姚志军的
细心不无道理。在她做公益这十
几年里，她得到了太多爱心人士
的帮助，不能让好人吃亏是她内
心一直坚守的底线。 姚志军说，
从捐赠衣物中发现金条后，她已
经连续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了，始
终心忧着金条事情能否妥善解
决，“开始是担心找不到人，现在
担心找不对人。”

《急寻失主！捐赠衣物中发现一根金条》后续

连线

一根金条引来十余位
“失主”， 那么冒领财物会面
临怎样的后果， 真正的失主
若不出现， 金条归属又该何
去何从？就此疑问，记者咨询
了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建。

李健表示，依据《刑法》第
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
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
恶意冒领他人财产则是属于
采用了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
的方法， 且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应当构成诈骗罪。

此外，根据《民法典》，拾得
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
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
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律师：恶意冒领将构成诈骗罪

本报4月2日讯“昨天晚上到现在，我陆陆续续接
到了十余个电话，都说自己是失主，我也是犯难了。”
今日一早，长沙“慢天使”爱心屋负责人姚志军向记者
倾诉了自己的苦恼。 昨日在爱心捐赠衣物中发现金
条，急寻失主的报道（详见本报4月2日A07版）在全网
发出后，不少人致电询问，其中包括11名“失主”。

今日，记者再次来到爱心屋，与姚志军一起等待
失主的出现。（扫报眉二维码看新闻视频）

交谈中， 姚志军又接到了
电话，对方称是金条的失主，愿
意在派出所的见证下认领。因
为来电的是爱心群内的人，姚
志军觉得可能性很大， 当即与
对方约定了前往派出所碰面。

“姚姐 ， 这个金条是我
2009年买给女儿的， 后来搬家
比较多， 整理时不小心夹在衣
物里了。” 没等姚志军走近，一
名40岁左右的女士便迎了过
来。她告诉姚志军，近期曾捐赠
爱心衣物， 而且在家翻找多次
后，发现家中的金条丢失了。

在姚志军提出需要购买发
票时， 对方表示由于购买时间
久远，发票无法提供，但是愿意
去银行问问， 是否能凭身份证
调取当时购买金条的相关信
息。姚志军也当场承诺，只要失

主能证明身份，会立即把金条交
与真正的主人。

“其实她是我今天见的第二
个现场认领的‘失主’了，你们来
之前也有一位群内爱心人士来
认领过，同样也是因为没办法提
供证明，我不敢轻易将金条交给
他。”姚志军有些担忧，自己的谨
慎会不会难倒真正的失主。

“很多人打电话来认领，一
部分因为信息模糊且并未有过
捐赠衣物的行为被排除，一部分
听说要来派出所认领便自行放
弃了。我相信能等来金条真正的
主人。” 面对扑朔迷离的金条认
领情况，姚志军最终还是决定坚
守原则。本报也将持续关注事件
的进展。

■记者 田甜
视频 实习生 任杏梓

11名“失主”来电认领金条

“相信还是能等来金条真正主人的”

这个学校劳动教育有点不一样

木工活搬上课堂，学生变身“鲁班”

本报4月2日讯 都说怒发冲
冠、拍案而起，但也要量力而行。
几天前，家住长沙的徐先生，因为
孩子玩手机到深夜， 对劝说也充
耳不闻， 一气之下他用手捶向桌
子，当即手掌淤青红肿，剧痛久久
不能缓解，到医院检查发现，右手
第5掌骨基底部骨折。

4月1日， 记者在长沙市第三
医院见到了徐先生。

“当时孩子一直在玩手机，对
我的劝说充耳不闻， 我确实非常
生气，心中有股怒气没地方发。拳
头如果是打在孩子身上， 他肯定
受不了， 我就捶了一下桌子。”躺
在病床上的徐先生告诉记者，当
时自己右手握拳捶桌， 由于力气

过大， 捶完桌子之后手掌便迅速
淤青红肿， 并且疼痛一直未能缓
解，直到第二天就医时才发现，右
手已经骨折。

长沙市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
医师刘峰介绍，“片子显示他的手
掌根部有一个明显的裂痕， 也就
是骨折。 我们通过微创手术放入
了两个钢钉，目前恢复得还可以，
后期不会有什么影响。”

刘峰介绍， 像这种握拳后撞
击硬物而导致骨折的， 在医学上
通常称为拳击手骨折。 拳击手骨
折是一种发生于掌骨的骨折，好
发于第4、5掌骨。 若不及时处理，
可能后期会出现手指活动受限，
牵连其他手指功能。

医生提醒， 当情绪难以自控
时，切忌选择伤害自己的方式。徐
先生的孩子在得知父亲的伤情
后， 也十分内疚和自责。“冲动是
魔鬼，捶这一下不仅痛得很，还出
了钱， 对孩子的影响也很不好。”
徐先生摇头表示， 以后会克制脾
气，注意教育方式。

■记者 张洋银
视频 顾荣 何佳洁

熊孩子贪玩手机,父亲盛怒捶桌致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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