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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早早赶赶路路，，点点名名让让于于师师傅傅修修家家电电
本报“社区帮办”走进毓西社区，维修家电的师傅成大伙眼中“红人”

社区帮办
帮办热线：0535-6879060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张倩倩 实习生 刘芃成 )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本报“社区帮办”走进
毓西社区，不仅为市民提供
维修家电、法律咨询、免费理
发等服务，还邀请了工商部
门和旅游质监所的工作人
员，现场给大家解答日常消
费和旅游过程中发生纠纷后
如何维权，以及如何警惕非
法集资等消费陷阱。

上午9点，本报“社区帮
办”维修家电的志愿者于培
湖师傅和张兴师傅，本报律
师团成员李修渤早早地赶到
了活动现场，热心义工张春
霞现场为老人免费理发，本
报还邀请了毓璜顶工商所和
旅游质监所的工作人员“助
阵”。

毓西社区一居民拿着
之前通过电视购物买的减
肥茶来到活动现场，说自己
买的减肥茶，除了味道好喝
之外，没有任何效果，怀疑
买到假货。工商部门的工作
人员解释，食品药品的质量
问题应该属于食药监部门
管理。

“天上不会掉馅饼，只有
掉陷阱。”现场工作人员提醒
老年人，目前非法集资的情

况非常多，不少公司通过免
费发放礼品吸引老年人，让
老年人一步步掉入投资的陷
阱，最后老年人几万、十几
万，甚至上百万的钱都打了
水漂。

现场最火热的活动还是
小家电维修。市民刘先生看
到本报报道后，不到8点半他
就从东方巴黎小区赶到毓西
社区，等着于师傅给他维修
小家电，“于师傅挺出名，我
怕来晚了得排队。”刘先生告
诉记者。

“听说于师傅要来，我特
意坐公交车从三站赶了几站
路过来，他的手艺很出名。”
市民王女士带着一个豆浆
机，排队等候于师傅维修。

两位维修师傅一直忙个
不停，连水都来不及喝，为居
民维修了34件小家电，从手
电筒、吹风机，到DVD和微波
炉，一直到中午12点多才帮
市民修完所有小家电。而义
工张春霞则拿出自己的工
具，熟练地为老人理发，老人
感叹“真轻松真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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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 (记者 尹海
涛 通讯员 姜政伟 ) “孝可以
奠定一个孩子一生的幸福。”13日
上午8点半，莱山区教体局在滨医
大学生活动中心开展了“百善孝为
先”传统文化讲座活动，由中共山
东省烟台市委党校的蔡玉霞教授
主讲，中小学老师、家长以及学生
代表共1600多人参与了听讲，不少
听众现场几度落泪。

“幸福是什么?”蔡玉霞教授用
这样一句话拉开了本次讲座的帷
幕。有人说，家庭和谐、身体健康、
工作愉快就是幸福。蔡玉霞说，最
基本的是有一颗孝敬父母的心，如
果你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你就没有
幸福可言。

“孝顺父母是幸福之源。”蔡玉
霞教授用一个个鲜活的例子给大
家讲述了孝与不孝带来的各种结
果。3个小时的时间里，听众多次流
下了或是感动或是羞愧的泪水。

“本以为自己对父母很孝顺，
但是听了这次讲座才觉得自己做
得远远不够。”市民张女士听完讲
座后感触良多。

“今天我是带着儿子一起来听
讲座的，儿子听完讲座后告诉我等
他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顺我和他妈
妈，我都感动坏了。”市民刘先生说。

听传统文化讲座

现场听众几度落泪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袁圣凯 蒋楠 ) 最

近，不少车主向交警部门咨询，莱
阳的身份证是否可以在市区的交
警大队办理驾驶证换证、审证业
务；栖霞挂的牌照，全市都可以审
车吗？对此，烟台市交警支队车驾
管业务的相关负责人给予解答。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监考科副
股长张蓁介绍，驾驶证的相关业务
要在身份证所在地办理或者可以
到轸大路的市交警支队办理，其他
的交警大队是不能办理的。芝罘区
的驾驶证可以到芝罘区的一、二、
三大队办理，市交警支队驾驶员考
试中心可以办理全市的业务。交警
部门建议驾驶员提前看好自己身
份证上的所在地再出发。

对于审车的问题，从2014年6

月开始山东省内车辆正式实行省
内异地安检免委托，也就是说，在
烟台的“鲁”字牌外地车，不用再
跑回车辆登记地车管所开委托
函，就可以直接到烟台的安检机
构安检。在外地的烟台车也可以
在省内任何一家安检机构审车。

除大型客车、校车外的其他
在用机动车，不用再到车辆登记
地车管所办理异地检验委托手
续，可以在省内任何一个实现联
网并能远程核发《机动车检验合
格标志》的安检机构，直接安检并
申领合格标志。

大型客车、校车不能办理委
托，必须在车辆登记地安检。异地
安检前，车主必须先到违法发生
地或车辆登记地交管部门违法处
理窗口，将违法记录全部消除。

外地车辆可在

烟台直接审车

15日，本报“社区帮办”走进毓西社区，工商部门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解疑答惑。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义工张春霞为社区居民免费
理发。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蒋
大伟) 15日，为期40天的春运
正式落下帷幕。据交通部门统
计，春运期间烟台市公路、铁
路、海运、航空4种交通方式共
计发送旅客约672万人次，较上

年相比减少近3%。今年动车进
入烟台加入春运大军表现突
出，春运期间共计发送旅客
23 . 78万人次，占铁路客运发送
量的38 . 43%。

15日上午，记者在烟台火
车站看到，候车室内等待检票
的旅客并不多，下了火车从出
站口走出的旅客却络绎不绝。
据了解，当日从烟台站出发的
旅客总数为4000多人。

记者从市交通部门了解
到，春运期间，烟台市公路、铁

路、海运、航空4种交通方式共
计发送旅客约672万人次，较之
去年同期下降近3%。

道路客运仍然发挥“主力
军”作用，但是较全年发送旅
客数量出现下滑。全市道路客
运港站春运期间共计发送旅
客549 . 96万人次，但较去年同
期减少8 . 5%。其中，烟台汽车总
站共计发送旅客38 . 97万人次，
较去年下降11 . 64%。此外，北马
路汽车站、港站汽车站、青年
路汽车站发送旅客数量较去

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水路、铁路、航空三种交通

方式今年春运期间发送旅客量
较去年也都出现增长，其中，铁
路运输在“新武器”动车加入
后，春运期间共计发送旅客61 . 9

万人次，较去年增加69 . 5%。其
中动车发送旅客23 . 78万人次，
占铁路客运发送量的38 . 43%；海
运方面共计发送旅客36 . 78万人
次，较去年增长8 . 59%；航空客
运发送旅客23 . 38万人次，较去
年增长7 . 66万人次。

2015年烟台春运昨落幕，铁路发送旅客61 . 9万人次

近近四四成成铁铁路路旅旅客客选选择择动动车车出出行行

节节后后马马路路““劳劳务务市市场场””有有点点冷冷清清
受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等影响，不少零工难接活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苑
菲菲 ) 3月招聘季期间，不管
是人才市场还是人力资源市场
举办的招聘会，几乎场场爆满。
正月十五过后，外来零散务工
人员陆续出来接活，可跟招聘
会相比，街头自发的“劳务市
场”今年有些冷清。

芝罘区大海阳路上有一个
外来零散务工人员自发形成的

“劳务市场”，芝罘城管为了方
便管理零散务工人员，去年在
该市场修建了休息亭。记者在
大海阳路上看到，自发的“劳务
市场”上只停了十多辆摩托车，
车前挂着“木工”“刷家”“砸墙”
等字样。

由于没有顾客，等活的工
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
天。“正月十五前就来了，到现
在一个活也没接到。”正在等顾
客上门的于师傅介绍，他从这
个马路市场形成的时候就来靠
活了，到现在快20年了。之前每
年刚过完年虽说市场找工人的

市民不多，但总还能接到几个
活，但今年等了几天却没有一
个顾客。

据悉，这个自发组成的马
路市场，红火的时候靠活的工
人从联通大楼一直排到西大
街，现在却只有十几个工人出
来。“有些都不出来干了，找别
的活去了。”另一位师傅称，房
地产市场不景气，装修的活也
少了很多，一些原本靠活的零
散务工人员选择年后去厂子打
工，或找其他固定工作去了，不
再干散工。

多名靠活的工人表示，除

了受房地产市场影响之外，还
因为现在找工人的渠道越来越
多。“以前都到市场上找人，现
在找人的渠道多了，可以上网
找，打个电话就上门了，到市场
上找人的雇主也就少了。”于师
傅说。

记者注意到，在零散务工
人员休息亭里，还有不少用人
单位张贴的招聘广告，但多是
招聘销售、服务员等。工人们
称，他们的技能就是装修这方
面，干了好多年不想轻易转行，
虽然这会找活的人少，但还想
再等等看。

关注新春求职招聘季

帮忙维修老式录音机，了却老人心事

“这录音机是1985年买的，
出现磁带绕带的问题，不知道
去哪儿修。”杨先生说，如今家
电更新换代太快，市区很难找
到维修点了，“我母亲70多岁
了，新样式的录音机不会摆

弄，听磁带和节目习惯用这
个，如果能修好，也算了了她
的一桩心事。”杨先生说。

仔细检查录音机后，于
培湖师傅发现录音机的弹
簧掉了一个，只要把弹簧安

上，问题就解决了。“我这就
去安个弹簧，这下我母亲又
能用录音机了。”杨先生握
着于师傅的手感激地说。

本报记者 侯艳艳 张
倩倩 实习生 刘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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