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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名义工敬老院里包饺子
这些义工每周都组织活动陪伴老人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
记者 闫西龙 段学虎) 7

日上午，55 名东营义工齐聚

菊香园敬老院，为老人包水

饺，陪老人聊天，敬老院里欢

声笑语。

上午 8 时 30 分许，记者

和东营义工们一起来到敬老

院。义工们在院子里集合，网

名“男家属”的义工带领一队

为老人们打扫卫生，陪老人

说话。老人听到义工们的声

音，纷纷打开门来迎接他们。

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握着义工们的手说：“好久

没有看到你们了，今天来了

这么多人，真热闹。谢谢你

们，只要你们常来跟我们聊

聊天，我们就很高兴了。”两

位老人乐得眯起了眼睛。一
位老人告诉义工，平时房间

里只有两个人，现在年龄大

了，腿脚也不灵便了，这种

开心的时候真不多。在另外

一个房间里，五岁的小义工

为老人唱起了儿歌，老人高

兴地拿出柜子里的苹果给

孩子吃。一位年近 90 岁高

龄的老人还与义工饶有兴
趣地开起玩笑来，让义工猜

她的年龄。

在敬老院的厨房里，义

工们用自己带的面、馅为老

人们包饺子，忙活得热火朝

天。“调馅儿我最拿手了，谁

也不能和我抢。”一位胖乎乎

的男义工撸起袖子。揉面、擀

皮、包饺子。大家分工明确，

紧张有序。义工们一边干活

一边交流包饺子的经验。一

个刚刚加入东营义工组织的

十几岁男孩说：“以前从来没

有包过饺子，今天也是来敬

老院学习的，为爷爷奶奶们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以后

课余时间一定要多参加这样

的活动。”不一会，饺子整整

齐齐地摆满了一笼屉。网名

“笑着流泪”的义工说：“每次

来看望老人，大家都特别积

极，抢着为老人们做家务。包

饺子的速度也明显地比以前
快了很多。”

据东营义务工作者协会

的“破烂王子”介绍，今天来

敬老院包饺子的费用全部是
由义工们自己凑起来的，大

家希望尽自己的能力给老人

们做顿饭，陪老人说说话，尽

一点微薄之力。敬老院的袁

院长说：“很感谢义工们为菊

香园的 90 多位老人包饺子，

敬老院欢迎东营义工的朋友

多来院里陪老人说说话，多

组织些这样的活动。”

据了解，东营义工每周

都会组织活动陪老人们说说

话、做做家务。

农用车前轮“折寿”

售后称“正常现象”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记者 王
斌) 近日，东营市民吴先生向记者反
映，他今年 3 月买的一辆黑豹双排座农
用车右前轮磨损严重，已接近报废，而厂

家和售后服务站说是正常磨损，不予保

修。

吴先生告诉记者，这黑豹车是今年
3 月在青州购买的，目前行驶了 15000

公里。不久前吴先生发现该车两个前轮

磨损严重，且右前轮磨损比左前轮更严

重。吴先生将两个前轮调换行驶一段时
间后，原先左侧前轮也加剧了磨损。

吴先生拨打了厂家售后服务电话，

厂家告知吴先生联系当地售后服务站

解决。吴先生先后两次来到位于菏泽路

的售后服务站，而售后服务站的工作人

员却坚持认为该情况属于正常磨损，不

属于保修范围。

“怎么是正常磨损，我原来那辆

车 10 万公里才换轮胎，这辆才 1 万

多就不行了，再说就算正常磨损怎么

可能前后轮磨损不一样？”吴先生对

此很无奈。

11 月 6 日，记者以吴先生弟弟身

份与吴先生一起再次来到售后服务站，

服务站工作人员简单查看后仍然说是
正常磨损。记者问其为何同一辆车四个

轮胎磨损程度相差如此大时，工作人员

给不出合理解释。在记者和吴先生的再

三要求下，该工作人员答应仔细检查一

下。随后，工作人员用千斤顶将该车两

个前轮顶起，始终未找出前轮非正常磨

损的原因。

在与工作人员一番沟通后，工作人

员答应将此情况发传真报告给厂家，看

厂家能否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购物露钱财

同伴盗走上千元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记者 嵇

磊 通讯员 马霞) 19 岁女孩孙某约

男网友去网吧上网，趁网友睡觉之机偷

走了网友的 1000 元现金及其他物品。

11 月 4 日，东营公安分局巡逻民警将

孙某当场抓获。

11 月 4 日晚上，19 岁的孙某约网

友王某到东营区北二路的一家网吧上

网。王某在买东西时，孙某发现其身上

有大量现金，顿时起了歹意。当晚俩人

上网到很晚，王某便靠在电脑旁睡着

了，孙某趁王某熟睡时，偷走了王某钱
包内 1000 元现金及其他物品。

当天晚 11 时左右，正当孙某偷走

钱物准备离开时，正好遇到东营公安分
局的民警在北二路与太行山路交叉口

巡逻，孙某看到巡逻民警时神色慌张，

并故意躲避。巡逻民警感到孙某形迹可

疑，上前对其进行盘查。面对民警的询

问，孙某最终道出了实情。

目前，孙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本报 1 1 月 7 日讯 (见习
记者 王斌 通讯员 闫晓
辉 杜威) 冯某、王某、魏某

三人以抓小偷为由将正在逛

街的两女子带走，对其殴打，

并实施敲诈勒索。近日，东营

市东营区法院经审理认定三

人犯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一年、十一个

月。

2 0 0 9 年 3 月的一天中

午，米某与好友李某正在东营

某商场购物。冯某等三名男子

突然出现，并以冯某母亲钱包

被米某和李某盗窃为由，强行

将她们抓进一辆桑塔纳轿车

带到某旅馆。

在旅馆房间内，冯某称米

某和李某偷走了他母亲的两

万元钱和手机，要求她们与家

人联系，让每家人拿出一万元

钱赎人，否则便将她们卖给歌

厅。米某因说联系不到家人遭

到冯某毒打。随后王某又说米

某可以拿 5000 元钱，米某再

次拒绝时，又遭到王某毒打。

米某无奈将李某男友的

电话告诉了魏某。不久，李某

男友来到旅馆，冯某等对其恐

吓，要求其筹钱，并且不得报

警，否则，米某和李某性命难

保。米某被逼与丈夫联系，冯
某威胁若想让米某活命就拿
2 万元钱赎人，不得报警，否
则撕票。

次日中午，在收到米某家

人 13000 元钱的赎金之后，二

人被放出。李某的男友因未筹

到赎金，一直未出现。后经受
害人家属报案，冯某等三人被

公安机关抓获。

东营区法院经审理认定，

冯某、王某、魏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用恐吓、威胁手段

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
年、十一个月。

两女子逛街时被人强行塞进车
三男子诬其为小偷，敲诈勒索 13000 元赎金

东营义工们正在为老人包饺子。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摄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记

者 张大宁 郑美芹) 每到

周末，就会有很多孩子涌进新

华书店看书，书店也予以支持。

孩子们广泛涉猎，满足了兴趣，

增长了知识。

7 日是星期天，上午 9 点

多钟，记者在东营市新华书店

看到，少儿图书区不到十平方
米的区域就挤了 30 多名小朋

友。他们有的站着、有的靠在墙

上、有的直接坐在地上，手里无

一不是捧着一本书。

家住书店附近的四年级学

生刘景对记者说，她很喜欢看漫

画书，只要做完作业就来书店看

会儿书。一位家长说，周末有时
间就带着孩子来看看书，要是有

相中的就直接买回去。“我要是
没有时间就直接把孩子放在这

儿，等吃饭的时候再来接他。”

据新华书店主任邓建民介

绍，一到周末就会有很多孩子

来看书。很多家长把孩子送下

就走了，对新华书店很放心。书
店不仅要重视经济效益，还要
注重社会效益。“只要他们愿意
在这儿看，我们就给提供环境，

只要别把书弄坏了就行。”邓主

任笑着对记者说，他提醒各位

家长，一定不要让孩子乱跑，新

华书店毕竟不是幼儿园。

新华书店周末变身阅览室
书店负责人提醒家长，要看好孩子

7 日上午，孩子们正坐在新华书店少儿图书区看书。 本报见习记者 郑美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