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由爱爱生生恨恨，，他他将将汽汽油油泼泼向向女女友友
一段恋情衍生变故，一场悲剧让19岁少女毁容

邹平青阳镇计生

学习交流促工作

本报讯 邹平县青阳镇计生
办利用每天例会时间，采取集中
学习交流的方式，促进了工作开
展，提高了凝聚力。

在每天早上的例会上，增加
了工作人员间的学习交流这一新
议程。每周二早上由一名工作人
员带领学习一篇哲理性小短文，
在其余工作日，每天早上随机抽
取三名同志发言，谈心得体会。通
过交流发言，工作人员的视野更
加开阔，心情更加愉悦，从而都能
够用积极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
中去，提高了工作效率及整体工
作的开展。 (高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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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能能因因孩孩子子工工作作忙忙告告上上法法庭庭””
不常探望老人入法一年，滨州法院未接到一起案件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王领
娣) 去年7月1日，“常回家看看”
作为条款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新
老年法实行一年以来，记者了解
到，滨州法院没有接到相关的案
件。

新《老年法》第17条，对“常回
家看看”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
心老年人的精神需要，不得忽
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

居住的，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
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
利。不过目前，新法并没有具体
规定“常回家”的时间概念。新《老
年法》还提出，老人再婚子女也
需要赡养。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
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
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
的生活。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
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

牵涉到遗产分配问题，老年人以
遗嘱处分财产，应当为生活困难
的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也
同时保障了再婚老年人的权利。

记者了解到，新法实行一年
以来，在滨州，各法院没有接到
相关案件。“平时我们接到的赡
养类案件都是父母对于子女物
质方面关心不够的，这种案件一
年也不会多于10起，但是适用于
新法的案件没有。”滨城区法院

民事一庭负责赡养纠纷的工作
人员说。

“我儿子在东营做酒店管理
工作，平时很少回来，他们忙于
工作，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将
他们告上法庭。”滨城区观湖花
园的王先生说。一些在滨州工作
的外地人表示，虽然一年回家的
次数很少，但是平时会经常打电
话关心父母，所以他们觉得并没
有忽视、冷落父母。

移移动动44GG开开启启智智慧慧生生活活新新时时代代
移动山东省公司4G巡展车来到邹平，为市民演示了4G在各个领域的智能化应用

本报6月30日讯(通讯员
释虎 记者 张峰) 6月30日，
移动山东省公司4G巡展车来到
邹平，为市民演示了移动4G在
政府、警务、金融、交通、环保、
医疗、教育、旅游、农业及办公
等领域的全方位智能化应用，
让市民体验了一把未来科技
感。

“具有近场通讯功能的手
机，以后在消费时就可以把手
机当银行卡刷。”一名工作人员
将一部手机放在消费终端上，
随着“嘀”的一声，大屏幕上显
示了消费金额、消费地点等详
细信息。据了解，随着智能化手
机的普及以及移动4G高速网络
的使用，这种便捷的消费方式
将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再看这儿，政府公车到了
什么位置，速度是多少等详细
信息，在大屏幕上也显示得一

清二楚。”工作人员介绍，这种
智慧交通功能也可以在企业车
辆上应用，“对大型物流公司更
加方便，方便公司调动车队，不
仅降低了成本，还提高了效
率”，如中国重汽就和移动公司
合作，开发了车联网系统。兖矿
则将4G通信物联网融入进生
产，通过云计算整合，打造出“e
矿山”的概念，“该系统一年成
功预警 3 0多次，预警率达到
100%，事故明显下井。”

随后，移动公司工作人员
还演示或者讲解了移动4G在构
建智慧政府、智慧警务、智慧金
融、智慧环保、智慧医疗、智慧
商贸、智慧教育、智慧旅游、智
慧农业以及智慧办公等领域的
智能化应用，让现场市民感受
到了移动4G带来的科技感。“很
多智能化应用主要受限于通信
速度，移动4G好比一条高速公

路，路宽了车辆走起来自然顺
畅无阻。”

4G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
的简称。中国移动采用了 4G

LTE标准中的TD-LTE。TD-
LTE是由中国主导的4G网络标
准，技术成熟，目前已进入正式
商用阶段。

工作人员演示4G在高清监控、高清视频会议中的应用。
本报记者 张峰 摄

邹平孙镇计生开展

“四问”于民行动

本报讯 日前，邹平县孙镇
计生采取“四问”于民行动，积极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

组织镇村计生干部开展“尊
重群众，问政于民”、“了解群众，
问需于民”、“依靠群众，问计于
民”、“服务群众，问效于民”的

“四问”行动，按照新时期群众工
作的特点，不断加强和改进宣传
群众的途径与方法。并在开展

“四问于民”活动中，要求每名计
生干部必须入村入户30户以上，
真正调查解决老百姓急需解决
的问题，搭建党委政府与群众

“问”与“答”的互动交流平台，畅
通民情上通下达、下情上达的渠
道。

同时，全镇广泛开展了“为
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大讨论活
动，加强业务培训，创造各种参
与平台，提高工作效果。

(通讯员 张健 王宗升)

偶遇的恋情

小霞家住博兴县店子镇马
庄村，高中尚未毕业的她早早步
入社会进了厂房，从此便拥有了
属于自己的一份职业。厂子离家
很近，骑电车15分钟就能到达，
每天小霞就往返于厂房与家之
间。

小霞在厂里做航吊工作，一
年前，偶然遇到开大车的小崔，
两人互生好感很快便陷入热恋。
小崔是滨州小营街道办事处崔
家村人，比小霞大7岁。起初，小
霞并未将自己的恋情告诉家人，
直到后来她将小崔领回家中，父
母才知道。

小霞是家里的掌上明珠，父
母本想为女儿在近村谋个好夫
婿，没曾想未来的亲家居然这么
远。身为父母，他们虽然心里不
同意，但既然女儿愿意，他们也
就没有阻拦。

按照小崔当地习俗，春节过
后，准媳妇要到婆家住几天，认
识一下婆家亲戚，可正当他要去
接小霞时，却遭到小霞母亲的拒
绝，理由是两人尚未订婚。

因两人自由恋爱，按照农村
风俗订婚、结婚需有个媒人。今
年2月份，小崔的家人找了媒人
正式到小霞家商讨订婚事宜。

因为女儿喜欢小崔，作为父

母，他们希望女儿幸福，于是就
答应了他们，按照习俗，男方需
向女方支付11000元的彩礼，也
就是当地所称的“万里挑一”。

不明的分手

订婚后的小霞与小崔却时
常闹别扭，“我经常听到他们在
电话里吵，我一问她，她就说是
和同学拌嘴。”小霞的母亲说，之
后也就没有过多询问。

一个月前，小崔向小霞突然
提出结婚要求。结婚乃是终身大
事，小霞自己做不了主就将此事
告诉了家人，但因她年龄小才19
周岁，小霞的母亲当时就表示结
婚可以，但必须达到法定年龄。
其实，再过半年，小霞就年满20
(法定年龄)了。然而，小崔得知
结婚请求被“拒”后，两人之间的
争吵更严重了。

据小霞的家人介绍，小崔先
提出分手，并索要11000元的彩
礼，“提出分手的不是我们，女儿
被甩了，我们不可能主动去找他
送钱去。”小霞的母亲说，“只要
媒人来一趟，这钱我们不会留
下。”究竟为何分手，小霞的父母
也不清楚，但他们称之前两人闹
过分手。

突然的变故

最近因与小崔闹分手，小霞

心情不好，再加上不断收到对方
的恐吓，使她内心愈加恐惧。父
母得知女儿被恐吓后曾给小崔
打过电话，却招来对方的指责。

担心女儿受到伤害，母亲劝
小霞换份工作，可因厂里还没找
到合适的工人，她只能暂时干
着。

6月26日清晨7点，小霞吃过
早饭骑上电车，途中与同事小杜
会合后，一起到厂里上班。小霞
母亲介绍，由于女儿害怕小崔找

她麻烦，最近无论上下班都和小
杜一起走，有时加班到很晚，就
让父亲去接她。

当她们一起走到离厂房还
有五六十米的地方，意外发生
了。小崔堵住了小霞，并将手中
的汽油泼向了她，更令她没想到
的是，小崔居然用火机点燃了汽
油，小霞顿时成了一个火球。旁
边的小杜慌忙中将小霞的衣服
扒下，并与一位老先生一起将她
身上的火扑灭。

小霞母亲此时正在田间劳
作，突然接到女儿被汽油烧伤的
电话，慌里慌张骑上电车往女儿
的单位赶，“我到时女儿已被送
往医院，不久她的爸爸赶到，我
们一起去往医院。”小霞的母亲
说。

硬撑的坚强

小霞的母亲到了医院看了
女儿一眼，立马跑出病房躲在角
落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哭
完后，她再整理好心情走进病
房，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几天，她都是这样度过的。

她说最不能忍受为女儿抹
药，住院几天都是小霞的姑姑代
劳，她不忍看到抹药时，女儿疼
得直打哆嗦的场景。直到6月29
日，她才强忍悲痛拿起药品，给
女儿烧伤的皮肤上一点一点涂

上药粉。
躺在病床上的小霞一动不

动，整个身体虽被药粉包裹，但
皮肤因灼伤留下的黑色印记清
晰可见，她脸部臃肿，眉毛已被
烧掉，头发也已剪掉。因气管做
了手术，小霞不能说话，交流只
能通过笔在纸上画，父母文化
浅，经常看不懂，她只能重重地
将笔摔在地上。

小霞的父亲作为家庭支柱，
很少在亲人面前流泪，他只能强
忍伤痛，故作坚强，努力安抚家
里每一个人。在记者面前，这位
高大的男人再也忍不住，眼泪哗
哗地顺着脸颊流下来。

“女儿还能否恢复到之前的
样子？以后女儿看到自己的样子
会接受吗？我们家人该如何开导
她......”这个男人嘴里不断重复
着这些话，他找不到答案，但他
必须找到。

病房内很安静，小霞的姑姑正小心地将勺里的水喂进她
的嘴里，水虽不多，但她还是不堪重力将水呛出来，之后是接
连不断的咳嗽，这时一旁的亲人赶紧用手按住她的腹部，怕她
咳嗽太过，将身上还未愈合的伤疤震开。躺在病床上的小霞今
年才19岁，处在花季年龄，本该享受属于她的青春，可就在那
个清晨，一切都改变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实习生 许莹莹

小霞的母亲不忍看到女儿疼痛的场景，每次抹药都由姑姑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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