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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家园·巡城

私私家家车车乱乱停停，，车车主主有有库库难难进进
业主建议物业在车库入口设置升降栏杆

本报聊城4月14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波 王

冰 ) 每周六下午1点多钟，高
唐县鱼丘湖街道前郭公路养护
站周围十多个村庄的300多名
百姓，便会不约而同地从四面
八方涌向养护站广场。因为这
天下午，“长寿文艺队”会在这
里敲鼓打锣、扭秧歌、跳广场
舞，很是热闹。

这支文艺队伍的组建者是
76岁的穆长绪，在前郭、后郭、
罗寨、八里庄、伏堂、鲁庄等10
多个村庄提起穆长绪，没有不

知道的，大家都亲切地喊他“老
穆”。“老穆是个好人，但是也有
人说他太傻，文艺队的大鼓、铜
锣、音响、京胡、唢呐、秧歌服装
等，都是穆长绪自筹15000余元
购置的。”罗寨村75岁的林山正
说。

穆长绪是鱼丘湖街道前郭
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从2011年
起，他就邀请村里几个老伙计
到他的院子里娱乐，有拉弦的，
也有唱京剧的，还有扭秧歌的，
后来人越聚越多，我就产生了
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的想法。”穆

长绪说。
“老穆老两口现在靠种5

亩粮食过日子，虽然三个女儿
均已结婚成家，但是家中还有
一个40多岁吃喝拉撒都需要人
照顾的智障儿子。”今年70岁的
王书明老人说，穆长绪第一次
向家人说出心中打算的时候，
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后来
终于说服了家人，东拼西凑资
金置办乐器，还给自己的队伍
起名为“长寿乐队”。

唐楼村81岁的刘大爷是乐
队的鼓手，他说：“一开始，我们

在老穆的庭院里娱乐，后来狭
小的院落已经不能满足大家活
动的需要，就来到了县公路局
前郭公路养护站前的小广场。

穆长绪说，他们文艺队固
定每周六下午1点半集合、两点
开始活动，经常出勤的队员有
80多个，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
“每次活动时，老穆都要提前跑
三四趟，才能把器材和设备运
到活动地点，活动结束后，还要
跑三四趟运回去。别看老穆今
年76岁了，身板硬朗着呢。”王
书明打趣道。

七七旬旬多多高高龄龄老老农农组组建建起起““长长寿寿文文艺艺队队””
自筹资金购买设备和服装，队员平均年龄60岁以上

车库被堵、自家车进不了自家车库……近年来，随着私家车数量的猛增，在既有车位
无法满足业主需求的情况下，小区内的停车乱象日益加剧，让有车族困扰，让无车族纠
结，也让小区管理者十分无奈。

本报记者 张召旭

14日，欧景丽都小区业主
刘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
家的车库门口经常停着一些私
家车，以至于他们家的车经常
停不进去，即使停进去了有时
候也出不来。

“一些小区的私家车一看
小区的临时停车位停满了，就
随意把车开到地下车库里，找
个地方一停了事。”刘女士说，
中午的时候还好一些，特别是
到了晚上，前几天晚上她开车

下班回家，当时时间比较晚了，
可当她把车开进地下车库时却
发现自家车库门口停着一辆
车，自己的车根本开不进去，不
得已之下，刘女士只好把车停
在了小区门口。

小区业主王先生说，车库
进不去可以停在外面，但有时
候出不来挺恼火，“上周五早晨
我有事急着出门，可当我打开
车库大门时却悲催地发现我家
车库门口停着一辆轿车，我也

不知道是谁的车，在楼下喊了
半天也没人知应一声。”王先生
说，为了不耽误事情自己只能
打出租车去办事。

对于小区业主乱停车，业
主张先生说，除了一些私家车
停在个人车库门口之外也有一
些私家车无视物业的警示牌，
直接把车停在了车库出入口
处，十分影响业主出行。前一段
时间有些私家车主因为乱停
车，自家的车被人给划了。

个案>>

私家车堵了

车库入口

14日，记者在欧景丽都小区
一处车库出入口处看到，一辆私
家车直接停在了车库入口处，而
车的正上方则悬挂着物业贴出
的“车库通道禁止停车”警示牌。
在该小区其它车库里，有部分私
家车直接停在了一些个人车库
门口，这样一来车库主人的私家
车根本进不去也出不来。

在水晶城小区的地下车库
内，小区许多车库门口都印有

“私人车库，门口请勿停车”的大
字，但还是有部分私家车无视这
些警示，横在了车库门口。小区一
位业主孙女士说，他们小区的
车库是开放式的，有些私家车
因为小区里的停车位停满了，就
把车直接开进了地下车库，停
在了车库通行通道里，这种情
况很容易阻碍其它业主出行。

记者还走访了其它一些带
有地下车库的小区，发现这种乱

停车现象十分普遍，为了警示一
些车主乱停车，一些车主还在自
家车库大门上喷上了“私家车
库，门前停车后果自负”、“乱停
砸车”、“好狗不挡道好人不堵
库”等提示标语。一些业主在采
访中表示，喷上标语就是提醒其
他人不要乱停车，不会真的去破
坏别人的车辆，毕竟大家都是邻
居，希望没有车库或者车位的业
主能自觉停车。

现状>>

不少小区车辆

乱停放挺普遍

城区一小区业主赵先生
说，解决小区停车难的问题，除
了要增加车位以外，大家还应
该提高自己的素质，在停车时
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尽量不
要停在他人车库门口。“人们脑
子里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车
停的离家越近越好。”但是如果

家门口没有停车位的话，车主
们哪怕停的离家远一点，也不
应该堵住别人的出路，多走几
步路，就当锻炼身体了。

“我们小区有专用车位，当
时为了防止一些业主乱占车
位，物业公司在停车场出口出
设置了感应升降杆。”欧景丽都

小区业主孟先生说，其实还有
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制止业主
乱停车现象，这就是物业公司
在小区车库出入口处设置感应
升降杆，然后配备感应钥匙给
购买车库的业主，这样就能避
免一些业主乱停车堵住他人车
库或者整个车库出入口。

建议>>

物业设置

感应升降杆

本报聊城4月14日讯(记者
邹俊美 通讯员 宋培涛) 4月
1 2 日，首 批山 东 省“ 我 的中国
梦———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分享
团成员一行3人走进聊城，开展对
话交流活动。

12日上午，在聊城职业技术
学院报告厅，3位分享团成员分别
结合各自工作和生活感悟，生动
讲述了他们青春追梦的奋斗历程
和成长心得。参加分享活动的学
生代表就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和触
动较深的内容，与分享团成员进
行了现场互动交流。

“我的中国梦——— 奋斗的青
春最美丽”分享团走基层活动是

“我的中国梦——— 奋斗的青春最
美丽”系列分享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分享团成员是在全省各地
团组织选拔推荐的来自大学生、
青年工人、进城务工青年、农村青
年等各类别一线普通青年优秀代
表中遴选出来。首批分享团成员
共由9人组成，分为三组，分赴9个
地市、单位。来到聊城的3位分享
团成员全部来自基层一线，从他
们身上折射出的爱岗敬业、立志
成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
神，深深感染着参加活动的广大
聊城青年，大家一致表示，要努力
向这些青年典型学习，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把个
人梦想融入中国梦之中，充分发
挥生力军作用，努力在推动实现
中国梦中成就个人梦想。

近期，团市委还将按照全省
统一部署，组建自己的青年典型
队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15个场
次的“我的中国梦——— 奋斗的青
春最美丽”分享团成员走基层活
动，努力形成“奋斗的青春最美
丽”的鲜明导向，引导广大青年把
对梦想的追求落脚和聚焦到扎实
奋斗上来。

“中国梦”分享团

来到聊城

一些私家车主无视物业警示，把车停在车库出入口。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本报聊城4月14日讯(记者
张超) 本报2014百人看房团持续
征集成员，届时可与本报房产工
作室成员一道巡礼城区各大楼
盘，倾听最详尽的置业信息，尊享
最优惠的购房折扣，购买称心如
意的好房源。

近年来，一城四区全新格局
配套的不断完善与深化也加速了
聊城走进“大城”时代。在全新格
局引领下，城区外延不断延伸,崭
新的待开发片区将带给市民置业
新风，养老地产，旅游地产等多种
类型化地产项目相继破土问世，
市场更加细分。主流房企大手笔
储备土地和项目，入驻房企抢滩
优势地块，多点布局，与本土房企
分庭抗礼，“大城”时代下的水城
地产格局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刚刚过去的一年来看，全
市格局发生新变，城际不断外延，
棚户区改建和全新规划的相继出
炉为聊城地产业埋下种子，利好
政策影响下，2014年水城地产类
型化,多元化将更加明显，遍地开
花的项目也势必为市民提供更多
的职业选择。

面对新盘遍地开花的态势 ,

带给市民更多置业新选择，如何
买到心仪的房子，带给您合理的
置业技巧，本报特开展2014百人
看房团活动，自活动征集之日起，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拿起身
边电话拨打 0 6 3 5 — 8 4 5 1 2 3 4 、
18106358922，您将成为看房团尊
贵成员，活动成员征集持续征名。
18日(下周五)上午，看房活动正式
启动，届时百人看房团将一同巡
礼城区各大楼盘。

本报看房团

持续征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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