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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社会

聊聊城城一一农农民民组组建建““农农村村文文化化社社””
规模越来越壮大，6年时间组织了两次书画展

男子深夜偷羊
被抓了个现行

本报聊城11月4日讯(记者
李璇 通讯员 张丕刚 王金
义 ) 阳谷县一男子原想靠盗窃
绵羊发笔横财，不料想，当其趁深
夜潜入附近村庄盗窃绵羊时却被
村民发现，后被巡逻至此的民警
抓获。

据介绍，家住阳谷县郭屯镇
的一名男子张某，现年21岁，平时
游手好闲，不误正业。因手头拮
据，张某看到市场上绵羊价格较
高，一只大绵羊甚至能卖到3000

至4000元，便萌生了盗窃绵羊发
笔小财的想法。经过多次踩点，张
某将作案目标选在临近10里地左
右的石佛镇某村，并选中一处院
落较为陈旧且地处偏僻的农户
家，该农户家中饲养了三只大绵
羊。

准备好作案工具后，张某趁
夜深人静便翻墙进入了村民家
中，谁知他刚将三只绵羊装上车，
就被村民王某发现。在王某追赶
张某的过程中，又恰好遇到了正
在巡逻的阳谷县公安局郭屯派出
所民警。民警经过追踪排查，最终
在一农户家发现了张某和王某丢
失的三只大绵羊。

男子盗窃车牌后

留字条索要赎金

本报聊城11月4日讯 (记者
李璇 通讯员 崔新代 ) 晚

上将车停在路边，第二天一早车
主王女士竟发现车牌不翼而飞。
让人更为气愤的是，盗窃车牌的
小偷竟留下字条，嚣张索要300

元“赎金”。
家住育新街的王女士表示，

她回家后习惯将车停在家附近
的路边，结果没想到前几天一早
便发现车牌不见了踪影。令她哭
笑不得的是，汽车的雨刷器下竟
然还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请把钱放在公园假山北边石凳
下，用砖压好，等我们拿到钱后，
再通知你到哪里取车牌!”。

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线索，柳
园派出所安排3名民警按约定时
间到人民公园守候。当日下午5

点左右，一名青年直奔石凳方向
走去，弯下身子伸手取出钱放进
口袋。民警见状，立即上前将其
摁倒在地，男子被当场擒获。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嫌犯吴
某现年17岁，是聊城市开发区蒋
官屯镇人。10月15日，吴某因学
习考核成绩不好受到父亲训斥，
他便从家里拿走500元钱，独自
一人来到聊城市区，闲逛两天后
一头扎进了网吧。10月26日晚，
花光钱的吴某被网吧老板赶了
出来，身无分文的他又渴又饿。
当其走到育新街见有车辆停在
路边时，便掏出随身携带的钳子
将车牌盗走，并随后写下索要
300元赎金和留有联系电话的字
条。

日前，嫌犯吴某已被警方刑
事拘留。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徐长春

随着第二次书画展
近期举办，高新区九州
街道办事处徐田村的

“旧州青年文化社”再次
成为村民们津津乐道的
话题。这个由徐田村58
岁村民赵金福倡议组
建、没有任何官方背景
的民间团体，6年时间从
最初的10来个会员已经
发展到50多人，文化项
目也增加到现在的7个，
包括书画、高跷、剪纸、
十字绣等。

◆ 虽然回家种地，文学爱好一直没丢

看到本届参展书画作品
水平有所提高，赵金福感到很
高兴。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初见赵金福，是在他组织的
第二届旧州青年文化社书画展
上，说是书画展，其实还有秧歌、
健身舞等娱乐项目。在他的组织
下，这个展会已经成为高新区九
州街道徐田村全体村民的一个
节日，晚上8点来钟，在地里忙碌
了一天的村民吃完晚饭，自发地
聚集到村委大院，或观赏书画

展，或欣赏秧歌、健身舞，有的则
直接加入其中扭上一会儿。

说起赵金福，在徐田村这
个有着三四百户、1000多人的
城郊村，名声甚至比村干部还
响。平时除了摆弄家里的10亩
来地，他最喜欢练毛笔字、写写
文章。据赵金福介绍，他从上学
起就有这俩爱好，1975年初中

毕业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
期，因为家里的成分是中农没
能继续上高中，回家务农后就
只能忙里偷闲。

1986年，他通过熟人介绍
与聊城广播站的一位编辑认
识，就试着开始向广播站投一
些新闻稿，没想到很快就被采
用，这激发起了他的写作欲望，

一写就是10多年，后来还给当
时镇上的通讯站当过通讯员。
赵金福说，他第一篇被广播站
采用的稿子现在还记忆犹新，
说的是村里有个孩子掉进旱井
里，被路过的几名村民救上来
的事。后来由于忙着筹建文化
社的事情，给各级媒体写的稿
子才少了些。

◆ 筹建文化社，缘于几个朋友的爱好
因为喜爱练书法、写文章，

平时和赵金福关系比较近的一
些朋友，也属于“文学发烧友”，
不是谈论谈论如何练习书法，
就是探讨如何写文章。1998年，
赵金福在一次聚会过程中萌发
了也像城里人那样创建一个文
学社的想法，没想到这个想法

得到了大家的一直赞成。
说干就干，当年12月“旧

州文化青年社”应运而生。没
有成立仪式，更没有挂牌仪
式，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固定的
场所，就算有了牌子也不知道
往哪里挂。赵金福说，对于他
们异想天开的行为，没有任何

官方机构给予支持，没办法他
和最初的几个朋友商量，由其
中的6个人凑钱买了一套锣
鼓，他则出钱买了一些宣纸、
笔墨，就这样文化社算是有了
基本的“设备”。

为了让文化社成立时有
个动静，赵金福他们还组织了

第一届书画展，在最初的会员
中征集了30多件书法作品。因
为没有场地，书画展就在赵金
福家的堂屋里举办，不过当时
因为新鲜也吸引了不少村民
前去观看，场景也壮观，这给
了赵金福把文化社继续办下
去的勇气。

◆ 规模越来越大，希望得到政府支持
之所以定名为“旧州青年

文化社”，赵金福说这是因为
徐田村所在地以前是老聊城
的州府所在地，现在当地还有
不少文化传说，称之为“旧
州”。

据赵金福介绍，文化社最
初成立就10来个会员。最初的
项目也就是书画、秧歌，如今

已经发展到高跷、剪纸、十字
绣、刺绣等7个项目。说起来这
些年的发展，赵金福说他们一
没有经费二没有太多时间，主
要靠冬闲或年节时外出组织
一些活动来赢得村民的认可。
起初，他们因为形不成力量，
还和邻村的秧歌队一块出去
活动过，慢慢地来吸引人气。

如今，经过这些年的发
展，文化社的成员已经发展到
了50多人，不少都是一家人全
部加入进来。文化社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一些活动逐渐也得
到了村里的支持。今年筹划着
组织第二届书画展时，村里的
领导提出可以让他们在村两
委大院里举办，这让赵金福感

觉很是欣慰。
虽然文化社这些年来得

到了一些发展，赵金福每每说
起来很是感慨，希望能得到一
些政府部门的支持。毕竟在当
前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仅
是一些村民凭借着自身爱好
和兴趣，是难以支撑文学社长
足发展的。

好好心心人人送送去去一一二二年年级级语语文文课课本本
本报聊城11月4日讯(记者

邹俊美) 10月24日，本报报道
了8岁雷超和12岁哥哥雷涛跟
妈妈捡垃圾为生一事。11月4
日，一位好心人在得知雷涛兄
弟缺少教科书，便送去了一二
年级的语文课本。目前兄弟俩
仍没有数学课本，希望好心人
捐助数学课本和一些课外书。

4日，雷涛的妈妈张勤英

打来电话说，他们去桐凤家园
小区捡垃圾时，一位好心人给
他们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课
本，两个孩子拿到后如获至
宝，一直捧着看，还在聊大志
愿者们给他们的本子上学着
写拼音。雷涛说，他已经能熟
练地写出自己的名字了，“等
志愿者哥哥姐姐们再来的时
候，就能看到了，我和弟弟还

写了很多拼音，但是不知道写
得对不对。”雷涛的话里透出
一种对知识的渴望。

张勤英说，目前两个孩子
还没有小学一二年级的数学
课本，希望好心人能伸出援助
之手，给他们捐助一些课外
书。

张勤英说，看到两个小儿
子这么爱学习，她很欣慰。但

头疼的是大儿子，因为大儿子
的年龄处于叛逆期，很不听
话，整天跑出去玩，她曾去第
四人民医院咨询过，但拿不起
咨询费，大儿子也不想去医
院，他不认为自己生病了。如
果有心理方面的专家愿意为
张勤英大儿子做一下心理辅
导，可以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8451234。

宠宠物物狗狗楼楼道道内内大大小小便便惹惹人人烦烦
本报聊城11月4日讯(记

者 张召旭) 城区欧景丽
都小区业主王女士反映，他
们楼上不知道谁家养了只
宠物狗，经常在楼道内大小
便，弄得楼道内气味难闻。

“太不卫生了，也不知
道是谁家的宠物狗，经常在
楼道里大小便。”家住欧景
丽都小区的王女士说，他们
家楼道的4楼半台阶最近一
段时间经常有水渍，开始她

以为是物业刚打扫完卫生
还没有干，后来时间一长她
发现只有4楼半附近的台阶
经常湿漉漉的，其它楼层的
台阶都是干的。

王女士说，前几日她上
楼时不小心在4楼滑了一跤，
由于台阶上有水，她的衣服
都弄湿了，沾水的衣服上有
一股尿骚味，这时她才知道
这些所谓的水渍原来是尿。

“我问了问邻居，邻居

说我们楼道里有养狗的，但
具体不知道是哪一户，他经
常见到宠物狗在楼道里大
小便，不过事后狗主人都会
用水冲洗一下。”王女士说，
虽然狗主人用水冲洗楼道，
但楼道的台阶都是大理石
材料，经稀释的狗尿不宜干
掉，时间一长就会积存在楼
道里。“楼道是公共区域，尽
量不要让狗狗在楼道内大
小便，否则大家都受影响。”

“我想上学”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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