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9社区2014年4月25日 星期五

编辑：李楠楠 美编/组版：武春虎·今日烟台

闺闺女女一一上上车车就就给给老老爸爸点点““赞赞””
交警向小学生家长发放《大拇指点赞行动倡议书》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全福 姚微 )

“礼让行人，文明出行”，今
天你被点“赞”了吗？22日，本报
报道了市交警一大队启动“我
为文明交通行为点赞行动”活
动，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24

日交警来到工人子女小学，向
学生家长发放《大拇指点赞行
动倡议书》号召学生家长踊跃
参与“大拇指行动”，“文明出
行，礼让三先”。

24日下午4点多，在烟台
工人子女小学门前已围满了
来接孩子的家长，交警一边向
家长发放《大拇指点赞行动倡
议书》，一边宣传点“赞”行动
的意义。当说起对礼让行人
的 司 机 竖 大 拇 指 点“ 赞 ”的
事，学生家长王女士说，“今天
早上，我开车从大海阳路附近
的路口时，让行了一辆车，车
上 的 司 机 对 我 伸 出 了 大 拇
指，起初没明白过来，后来看
报 纸 后 才 知 道 有 这 么 个 活
动。王女士笑着说，“作为一
名学生家长，我们特别希望
孩子们过马路时司机都能让
让孩子，孩子也伸出大拇指
为司机点个‘赞’，这是一种
关爱或者是爱的传递，这个
活动特别好。”

下午4点30分，到了放学时
间后，交警拦停了路两侧的车
辆，工人子女小学的学生与交

警一起边过马路边边伸出大
拇指为让行的司机点“赞”。一
名小学生放学后拿着“倡议
书”跑到家长身边，上车后伸
出 大 拇 指 对 车 上 的 爸 爸 点

“ 赞 ”。为 什 么 要 给 爸 爸 点
“赞”？当记者这样问时，小学
生刘婷说，“爸爸经常让老人
过完马路再开车。”

“通过大拇指点‘赞’的形
式，让孩子们学会礼让和感

恩，这正是我们学校教育要教
给孩子的品格。”烟台工人子
女小学的陈老师说。

“我们一大队与芝罘区教
体局联合推出了‘我为文明交
通行为点赞之中小学生大拇
指行动’，意在倡导孩子们文
明出行、感恩文明礼让的交通
参与者，在孩子心中播种文明
交通的种子。”市交警一大队
刘副大队长说。

交警倡议：文明礼让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您的一个
小小举动，也许不会让别人记
住我们，却会让他们记住这个
城市的温暖和感动。希望您在
出行时能够做到文明礼让，让
文明出行成为烟台市民的新
风尚。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礼让彼此、赞美彼此、温暖彼
此，让文明的力量在你我的拇
指间传递。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张明
媛 ) 近日，家住新桥小区红果里3

号楼的居民反映楼旁的电缆井盖缺
了一大块，老人和小孩路过时很不
安全。24日，记者联系了烟台供电公
司，工作人员为其更换了新井盖。

“我们楼旁的这个井盖破损约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24日，记者
来到了新桥小区红果里3号楼，说
起楼旁破碎的电缆井盖，居民纷纷
围了过来。

记者看到，井盖上的大部分水
泥板已不见踪影，只剩下裸露在外
的钢筋。“白天还好说，大家路过时
注意点就行。可到了晚上，我们小
区没有路灯，这里是漆黑一片，行
人路过这里太危险了。为此，我还
特意搬了块石头放在井盖上。”居
民牟女士说。

“这井盖应该是被垃圾车给轧
碎的，我们每天路过这里可得小心
了，尤其是带孩子出门。”居民王女
士说，前段时间，有个小孩在这儿
被绊了一下，膝盖磕破了，孩子虽
然伤得不重，但家长肯定很心疼。

“井盖伤人不是第一次了，这井盖
可真闹心，希望有人能早点来给换
个新的。”

随后，记者联系了烟台供电公
司，一位姓田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详细查看了情况后表示会尽快找
人来更换井盖。上午11点左右，一
位身着烟台供电公司工作服的人
来为居民更换了新井盖。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张明
媛 于明红) 近日，有市民反映
芝罘区市府小区云龙街路面上凸
起的井盖影响了附近居民出行。24

日，记者在云龙街看到，市养管处
的施工人员开始对路面进行修
复，计划25日铺沥青。

24日下午，记者来到了芝罘区
市府小区云龙街看到，300多米的
路上布满了大小不等三十多个井
盖，部分井盖离地面甚至有3厘米。
过路的车辆都减速慢行，来往的
行人也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
心被绊倒。“去年小区进行电缆入
地改造，之后便成这个样子了。”
一位姓李的居民说。

“开车走到这里，总是颠簸得
很厉害。”一位附近的司机说，每
次走到这里都格外小心，既要注
意行人，还要躲避路面上的井盖。

“这前面有个幼儿园，每到放学的
时候，人流量和车流量都特别大。
前两天，有位拄拐杖的老太太就
被这井盖绊倒了，也不知道摔得
重不重。”市民王先生说，因小区
里孩子和老人很多，路两边还停
满了车，希望路面能尽早修复，别
再发生什么危险。

“去年这个小区进行电缆入
地改造后，把路面上的井盖加高
了，但因天气太冷，一直没有重新
铺设路面。我们今天主要进行路
面清扫等工作，25日就正式开始重
新铺路面。”市养管处一位姓鲍的
施工人员说，这是对去年工作进
行收尾。“因路边停满了车，我们
还在墙上张贴了‘请勿停车’的提
醒牌。希望车主都能配合一下，这
样我们的工作也能快速完成。”

小区井盖破损

屡“咬”过路人

云龙街开始

路面沥青施工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吴

江涛) 随着毕业季来临，高校
很多大学生的自行车需要处
理，因为卖掉价格太低等原因，
不少学生直接把自行车丢弃在
校园里，成为了“僵尸自行车”。

进入4月下旬后，一年一
度的毕业季逐渐临近，大学毕
业之后，在校期间购买的自行
车如何处理，成为烟台高校不
少同学头疼的问题。“运回家
的运费也快够买一辆了。”因
为带走不方便，有的同学会选
择卖给低年级的学生或者卖
给回收的商贩，不过，在采访

中，记者发现，对于很多同学
来说，卖掉自行车并不是一个
好的选择。

烟台大学大四的孙同学
说，“一辆自行车好的话，也就
是50块钱左右，我那辆卖的话
也就20块钱。”与孙同学有同
样经历的学生不少，在采访
中，不少同学都表示，把自行
车卖给回收的商贩，需要自己
送过去，价格又过于低廉，很
多同学都觉得不值得，干脆不
卖了。

还有的同学称，卖给低年
级的同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价格能稍微高一点。不过这
个处理方式又比较费时间，很
多学生也觉得很麻烦，而且往
往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买家，
自行车也卖不出去。“我已经见
了好几位同学了，对方不是价
格不满意，就对自行车的质量
不满意。”鲁东大学大四的张同
学说。

此外，还有同学则是因为
粗心大意，忘记自行车放在哪，
结果就以为被盗，所以毕业之
后，自己的自行车没人认领，不
了了之。就这样，很多同学只能
选择把自行车弃之不管，时间

一长，在学校里形成了“僵尸自
行车”。在烟台大学，记者注意
到，很多宿舍楼下都有被遗弃
的自行车，这些自行车都锈迹
斑斑，歪倒在地面上，有的链条
也断了、轮胎干瘪了，座椅和车
把上也布满灰尘。

“太占地方了，其他同学
停车也不太方便。”一些同学
说。对此，高校工作人员称，由
于无法判断是否是被彻底遗
弃，学校方面也不好进行处
理。只能任“僵尸自行车”存
在，等到不得不清理时，集中
清理一批。

高高校校频频现现““僵僵尸尸自自行行车车””
运回家不够运费，卖掉价格又太低，大学生选择“不管不顾”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金
夏瑞 ) 62岁的王晓晨年轻时
就爱好文学，虽然只有小学文
化程度，但他对作诗却情有独
钟。从去年退休后，他开始用手
机打字写诗，兴致一来，只需三
两分钟，一首短小的打油诗就
完成了。一年多的时间，数不清
写了多少首，他的女儿将这些
小诗打印出来竟在桌上码了厚
厚一摞。

家住福山区的王晓晨去年
刚刚从黑龙江省大庆市的一家
单位退休，由于孩子们都生活
在烟台，他也打算以后在烟台
定居。从大庆来到烟台，一下子
没有了工作的压力，又换了新
的环境，百无聊赖中，王晓晨决
定把写诗这件事再次提到日程
上来。

前不久，闲不住的他报名

参加了一个老年旅行团去三峡
游玩，一路上，看见秀美的景
色，他都会忍不住作首小诗。

“巫峽高处神女峰，最奇崖上见
悬棺。”像这样的诗句，王晓晨
边走边写，结伴旅游的人们叫
他“草根”诗人。

“我哪懂什么语法、修辞，
就图个自己乐和，也称不上是
诗，就是把生活中发生的事都
记录下来，将来好留个念想。”
王晓晨告诉记者，他只上过小
学，不过年轻时就酷爱写作，改
革开放初期他曾经写的一片散
文还在当地的报纸上获过奖，
但后来忙于工作，就把爱好搁
置了。

逢年过节、游历探亲，王晓
晨都会即兴作上几首诗。在他
的手机里，还存着今年春节他
给朋友们发的短信，“你看，这
每首诗都不一样，我从不转发，
也不群发，全都是原创。”王晓
晨说。

每天9点半准时上床，临睡
前看半小时书、报，10点睡觉，

这个习惯王晓晨坚持了几十
年。退休以后，他还是坚持每天
6点准时起床，打打兵乓球。“以
后的日子，我还是会继续旅游、
锻炼，毕竟身体健康、心情愉悦
是我的最高目标。”王晓晨说，

“要说写诗，我还真没什么大的
追求，希望能以文会友吧。”

就在几天前，为了给相处
了44年的好友祝寿，王晓晨写
下一首藏头诗：晓星闪烁春意
漾，晨曦微露花初放。祝君六十
身康健，继承祖德福寿长。敏行
纳言多挚友，生活无处不阳光。
日思孝道敬父母，快乐妻儿伴
身旁。

一一首首打打油油诗诗，，三三两两分分钟钟就就写写成成
福山王晓晨喜欢用诗记录生活点滴，人称“草根”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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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诗人”王晓晨。 本报记者 金夏瑞 摄

女儿给爸爸点个赞，爸爸也给女儿点了赞。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24日，市养管处的施工人员在
进行路面切割作业。 本报记者
张明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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