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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热线

父亲杀死母亲被判死缓，5 岁苦难女童又获援手

众众法法官官争争取取到到 22000000 元元救救助助金金

本报 4 月 28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庞尊玺) 26 日，岚山

区一批发市场内，当地渔民徐某因
看到鱼食被先卖给了外地渔民王
某，而与王某发生争执，进而大打
出手。岚山头派出所及时出警协
调，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26 日下午 2 点多，岚山区岚山
头海州路居委批发市场路口，俩渔
民大打出手。岚山头派出所接到报
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渔民王
某和徐某正打得不可开交，其中渔
民王某的左脸被打伤，王某老婆的
一只金耳环也因此丢失。

民警经了解得知，王某是外地
人，另一渔民徐某是本地人，两人
均在海货市场收货，双方平时为人
都很和善，从未发生过争执。

当天下午，王某像往常一样在
路边收货，过了一会，徐某过来了，
看见鱼食被先卖给王某。徐某觉得
自己是本地人，王某一个外地人竟
然抢了自己的生意，一时生气便骂
了王某，两人因此发生了争吵。

开始双方还只是言语争吵，后
来争执不下，两人大打出手。

了解情况后，民警首先对王某
的脸部伤口进行简单处理，然后组
织双方静下心来进行协调。民警从
双方是生意伙伴这一角度入手，再
加上双方儿子正好是同事，引导双
方进行换位思考。

通过近一小时的努力，王某和
徐某都为事前的冲动感到后悔，双
方最终握手言和。

俩渔民为鱼食互殴

经调解后握手言和

本报 4 月 28 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刘斌 胡凤
霞) 本报去年报道了 5 岁的东
港区三庄镇女童范宝宝(化名)

在父亲杀死母亲后被判死缓
后，患有疾病的爷爷奶奶，只能
靠捡破烂、卖糖葫芦的赚来的
微薄收入抚养她。记者了解到，
范宝宝在今年春节前，已经拿
到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
助。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今年也为宝宝争取到了 2000 元
救助金。

前不久，日照市中级人民
法院刑庭法官们再次前去看望
范宝宝，这是该院的法官 3 年
来第 4 次看望范宝宝了。

2012 年，范宝宝父亲案件

审理期间，法官们第一次见到
范宝宝。为尽量减少孩子的心
理阴霾，法官们决定贯彻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好附带民
事调解工作。于是，刑庭法官主
动到范某家中了解情况，取得
范宝宝母亲一方亲属谅解，最
终判处范某死刑缓期两年执
行。此后，关爱小女孩范宝宝就
成了法官们的自发行动。每年
春节前，刑庭的法官都给宝宝
带去过年的衣物、书包、文具。

2014 年初，刑庭的法官得知
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
员会专门设有针对被害人子女
的“新起点”小额爱心资助项目，
经过多方联系，法官们终于为宝
宝争取了 2000元的救助基金。

目前，5 岁的宝宝已经在读
幼儿园。她性格活泼、乐观。为
此法官们都感到由衷的欣慰。
法官们也表示，希望通过他们
力所能及的帮助，让范宝宝感
受到司法的关怀和温暖，让她
能够和其他孩子一样健康快乐
的成长。

另外，记者了解到，范宝宝
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已
经申请下来，春节期间范宝宝
的奶奶已领取 4320 元。

“经过各方救助，现在我们
的家庭经济状况稍有好转，宝
宝每天按时上学，真的很谢谢
大家。”28 日，宝宝的奶奶说。

裕裕升升··大大唐唐华华府府一一期期公公开开选选房房 耀耀世世港港城城
4 月 27 日，裕升·大唐华府一期公开

选房活动在接待中心广场盛大举行。清晨一
早，选房活动现场早已是人头攒动，绵绵不断
的细雨丝毫没有阻挡广大置业者如期而至的
脚步，雨中的大唐华府，宾客满盈。

选房活动开始前，LED 大屏幕播放了裕
升·大唐华府项目的三维动画宣传片，展示了
裕升·大唐华府绝佳的地段、优质的配套资源
以及一站式的完美生活体验。此外，活动现场
还公布了“我是大赢家，有奖价格竞猜”和“方
圆之间、定格所爱”我最喜爱的户型评选的有
奖获得者名单。8 点 58 分，在一场激情的开场
水鼓舞表演之后，现场摇号选房活动正式开
始，公证人员进行全程公证。千余名置业者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秩序的入场进行选房、
签约，经过一上午的摇号选房，置业者基本都

选到自己心仪的房子，并获得了裕升置业为
他们准备的精美礼品。

裕升·大唐华府一期推出高层 4#、5#，
小高层 9#、11#、12#、14#、15#约 600 余套房
源，户型面积从 80㎡至 170㎡不等，为购房者
提供了充足的房源和丰富的选择空间。

裕升·大唐华府公开摇号选房活动的成
功，创造了继 VIP 卡火爆发放后的又一盛况，
成为市内备受客户瞩目和认可的楼盘之一。
项目绝佳的地段、优质的配套资源、雄厚的品
质保障、方正实用的户型成为客户选择裕升·
大唐华府的坚定理由。

山东裕升置业有限公司秉承“执子之
手，温暖一生”的核心理念，以高规划、高品
质、高服务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点，将携裕
升·大唐华府继续为港城创造精彩。

近日，市开发区国税局到燎原拓展
培训基地进行了团队、责任、沟通、执行
等方面进行拓展培训。

图中学员正在做“心手相连”项目。
这是一个风靡欧洲的体验培训项目，从
北京大学学引过来。所有的人只能每人
拽一根绳子，不能接触笔杆，上下两组
绳子，通过绳子来控制毛笔，写出字体。
培养学员目标的一致性，突破团队五种
机能障碍。

（通讯员：张凤山）

开发区国税局到日照燎原拓展基地培训

长安 CS75撼世登场长安 CS75正式上
市，这是长安第二款 SUV，售价 10 . 88 万~
14 . 38 万元，堪称性价比最高的国产 SUV。
在本届车展《车天下》&#8220;魅力榜&#
8221;评选中，CS75 也力压一众 SUV 车型，
与 JEEP 自由侠并列为&#8220;最具魅力
SUV&#8221。CS75 车型价格表：2 .0L 6MT

舒适型 10 .88万元；2 .0L 6MT 豪华型 11 .78

万元；2 . 0L 6MT 领先型 12 . 58 万元；1 . 8T
6AT 时尚型 12 . 88 万元；1 . 8T 6AT 精英型
13 . 58 万元；1 . 8T 6AT 尊贵型 14 . 38 万。
CS75 轴距 2700mm，与竞争对手相比，具有
明显空间优势，设计造型、制造工艺均臻国
内一流，不输价位更高的合资车型，满足 C
-NCAP 五星安全设计标准，配备电子车身
稳定系统、TPMS 胎压监测、6 雷达+循轨
式智能辅助可视泊车系统、右侧盲区可视
系统、全方位 6 安全气囊、自动启停、电子
驻车等丰富配置。CS75搭载长安 Blue Core

系列动力总成，其中 1 .8T 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 130KW，最大扭矩 230Nm；变速
器有 6速手动和 6AT 两种选择。

长安 CS75 撼世登场长安 CS75 正式上市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细心询问宝宝的学习、生活情况。
本报通讯员 张京常 摄

父亲杀死母亲被判死缓，女童抚养成难题

莒县画家张亦农向白血病患儿“小芒果”伸援手

创创作作 5500 幅幅画画““五五一一””义义卖卖义义捐捐
本报 4 月 28 日讯(记者 彭

彦伟 通讯员 宋时轮) 4 月
24 日，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莒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张亦
农将近期精心创作的 50 幅画作
捐献给莒县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委托莒县义工联代为义卖，义卖
资金全部用于救助本报报道的

高危型白血病患儿“小芒果”。
今年 5 岁的“小芒果”的父

亲为北京某单位一名普通工作
人员，妈妈王誉霏是莒县一中 96

级毕业生，为该单位临时聘用人
员。医生告诉他们，“小芒果”唯
一治愈的希望是进行多次化疗，
等病情稳定之后再做骨髓移植，

化疗及骨髓移植总费用保守估
计 80 万元。面对巨额医疗费用，
这个工薪家庭实在无力承担。

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的张亦
农看到本报登载的莒县一中校
友会为“小芒果”募捐的消息后，
忧心如焚，他利用两个多月的时
间，精心创作了这批画作。“希望

大家都能够给孩子的治疗尽一
份力量，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
也要积极行动，衷心祝愿可爱的
小芒果早日康复。”张亦农说。

据悉，这次书画义卖义捐活
动将于“五一”期间在莒县蓝湾
购物广场举行，届时还有许多爱
心书画家现场捐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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