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悦城泰迪熊展·莫名篇

那那一一年年，，那那个个爱爱泰泰迪迪熊熊的的她她

纯妖瑞瑞：我是拥有像泰迪
熊一样温暖笑容的女孩！！喜欢
各种各样的泰迪熊！！！软绵绵的
毛发让人像在沐浴阳光一样！！
睡觉时搂着它像是在搂一个婴
儿一样！！！想去看泰迪熊！！给我
任性的理由！！给我任性的票！！
让我尽情的去任性吧！

倔强的袁袁新医生：在烟台
待的最后一个多月，明年就要去
另外一个地方，好留恋烟台这个
地方。没想到在烟台待的最后一
个月里还能碰到泰迪熊的巡回
展览，希望小编给个机会，让我
带 上 我 的 闺 蜜 一 起 去 嗨 皮
吧……

孙大少的魏老婆：由于电脑
被盗，婚纱照以及结婚录像全没
了。为此难过好几天，正好趁这
个机会和老公去自拍几张。小编
一定要给噢！

A-happyAshlee：虽然我还
在外地，没回到烟台，但是有只
小熊一直陪着我在外面的时间。
现在距离我带小熊“出来闯荡”
也很久了，哥哥嫂子也都有“能
打酱油的”孩子了。虽然我很想
去看泰迪展，去不了，所以特别
希望嫂子可以带我侄子去看～
@传说中的豆豆龙 主页君@今
日烟台，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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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意意打打动动着着我我们们。。

金诚

我和她是初中同学，经常以
“Best Friend”为昵称写信，那个时
候我们的关系很暧昧，但是谁也没
有说出喜欢对方。

到了高中，我们分开了，她去
了市里上学，而我去了另一个城市
上学，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我们的
联系就少了。读完高中之后，我们
都到了市里找了份工作上班，我们
就通过手机聊一些工作中遇到的
困难，相互诉说，相互鼓励。久而久
之，我俩正式交往了。

我俩都是刚工作不久，工资不
多，她喜欢看连续剧，我们就省吃
俭用凑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正
好下个月，她的生日到了，因为她
喜欢穿“Teenie Weenie”的衣服，所

以我知道

她喜欢泰迪熊，我就在她生日那天
给她买了一个1 . 8米的泰迪熊。当她
看到泰迪熊时，先是吃了一惊，并
没有如想象中的那般高兴。说了一
句“买这么大的泰迪熊放哪呀？”当
时我就委屈了，上个月刚买的笔记
本电脑，为了给你买泰迪熊，我这
个月吃了这么多天的方便面，还跟
朋友借了钱，你竟然这么个态度对
我，我真的是无法理解。

后来把大泰迪熊给退了，给她
换了一个小的。那一天本应该我逗
她开心的，但是因为泰迪熊的事变
成她逗我开心。

生日过后，她对我说：“亲爱
的，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是多
么希望有一个跟你一般大的泰迪
熊陪着我，但是我知道，咱俩的工
资都用来买电脑了，你哪来的钱买
泰迪熊，所以生日那天我才说不喜
欢大的，我下个生日时，你使劲挣
钱，我要个比你都大的泰迪熊。”听
完她的话，我抱着她哭了。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吵架是难
免的。我和她吵完之后，通常是给
她买个海苔肉松面包我俩就和好
如初了。她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
姑娘。

有一天，有个初中的女同学知
道我和她好了，就开始经常给我打
电话，说高中时她怎么怎么不好，
让我俩赶快分手。那时我也没有问
问其他人就相信了这个女同学的
话。我就开始特意找她的茬儿，特
意惹她生气，而且也不哄她了，那
时就想跟她分手。

她对这份感情很珍惜，忍了我
好久，我俩分分合合好多次，她也
不再坚持了。分手之后我才发现我
的生活缺了她一团糟，而且通过其
他同学得知，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女
同学和她关系不好，是特意在我面
前说她坏话的。当我想要挽回这段
感情时，她的心已经死了，因为我
以前伤害她太深了。

分手时，她更新了QQ的空间
说说：一生只谈三次恋爱最好：一
次懵懂，一次刻骨，一次一生。我是
她的第二位男朋友，我知道，这份
感情在她心中的重要。

爱情有的时候就是过程很美
好，但结果都不一定是我们想要
的。所以，人们常说：得不到的才是
最好的。这段已逝去的爱情，不愿
再想起，只是因为看到泰迪熊展才
把藏在最心底的话说出来了。

微博上那些“莫名”

莱莱州州法法院院淘淘宝宝网网上上““卖卖””轿轿车车
成为胶东地区首家网上拍卖标的物的法院；栖霞、莱阳法院也已开通平台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苑
菲菲 通讯员 孙海耀) 为探
索司法公开新渠道，以公开保公
正提公信，实现司法拍卖零佣
金，莱州法院于12月12日成功
在淘宝网开通司法拍卖平台，
并上传一条拍卖车辆信息，成
为胶东地区首家网上拍卖标的
物的法院。

随着网络购物的日渐兴
盛，法院也“赶时髦”在淘宝上
开起“网店”。“起拍价51000元，
加价幅度500元，保证金2000

元，竞价周期12小时……”进入
淘宝网“司法拍卖”频道，记者

很容易就找到了莱州法院正在
进行拍卖的红旗牌小型轿车一
辆。页面上明确标明了拍卖车
辆的起拍价、评估价、保证金、
加价幅度以及联系人、联系电
话等情况。

据悉，莱州法院开通淘宝
拍卖平台，通过网络开展司法
拍卖工作，将拍卖信息、拍卖竞
价过程全部通过网络向全社会
公开。“淘宝拍卖大大缩短了拍
卖周期，拍品的评估报告一出
来立刻上线，竞买人在电脑前
就能完成竞买操作，提升了拍
卖效率。”莱州法院技术室主任

孙伟然说，网上司法拍卖的流
程包括：报名交纳保证金、出价
竞拍、支付拍卖成交款三个环
节，每一名网民都可以及时了解
拍卖情况。

网上拍卖，这对莱州法院
来说是头一回。为了能让网友
更加详细地了解车辆的信息，
莱州法院专门为此制作了短片
详细介绍车辆情况，外观、内
饰、发动机以及行驶证均可以
清晰地看到。

“传统司法拍卖会上，不少
来拍车的都是相同的那么几个
人，大多是做二手车生意的。现

在，司法拍卖摆到网上，潜在买
主遍布全国。”莱州法院副院长
高素琴说，传统司法拍卖发布
的公告地域性强，无法满足更
大范围的社会公众知晓，真正
有兴趣的买家无法及时了解信
息，容易造成流拍。而淘宝网拥
有4亿注册客户群和较为成熟
的拍卖平台，打破时空界限很
容易。

据悉，目前烟台法院中，除
了莱州法院之外，栖霞法院和
莱阳法院也都开通了淘宝拍卖
平台，但目前都还未上传拍卖
的标的物。

小小区区里里有有了了流流浪浪犬犬中中转转站站
开发区民警想出金点子，创意社区警务降低发案率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李勇 张
笑晨) 去年以来，开发区公安
分局治安大队牵头推行创意社
区警务先后收到各类创意40

个。小区围墙装上“铁蒺藜”，建
立流浪犬中转站……而这些金
点子，都出自开发区普通的社
区民警。

开发区星海小区、星海花园
两个小区频繁发生小偷夜间翻
越围墙栅栏进入小区实施入室
盗窃的案件。星海警务区社区民
警徐敬伟对小区现状和防范情
况进行汇总分析，发现该小区频
繁发案的主要原因是小区围栏
范围长、高度矮，非常易于攀爬。
徐敬伟发现一种有着“铁蒺藜”
之称的刀片防爬防盗网最适用

该小区的安全防范，能形成阻止
人逾越的防护墙。自9月中旬铺
设以来至今三个月，成为可防性
案件的“零发案”小区。

大型超市盗窃案件多发，
而作案人员往往选择监控死角
下手。金桥派出所社区民警协
调超市安装10个广角镜，破获
顾客盗窃商品和员工职务侵占
案件12起，减少损失几千元。

流浪犬扰民问题一直是群
众投诉的热点，开发区公安分局
专门成立犬只收容中心，对流浪
犬定期进行清理。海河派出所社
区民警曲林专门利用废弃楼体，
设立了流浪犬只中转站，所在辖
区如今难觅流浪犬踪迹。今年6

月，晨光社区民警曲林联系物
业，用防护网和泡沫板将两楼之

间围成一个封闭空地，将日常捕
捉的流浪犬放在这里由物业人
员暂时饲养，流浪犬中转站就建
成了。曲林说，在犬只达到一定

数量后，社区将联系收容所将犬
只拉走，不会影响居民生活。据
了解，流浪犬只中转站目前已收
容、中转犬只52条。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王永
军) 近日，烟台市大气污染综合
整治办公室联合督查组对六区
扬尘污染源进行了巡查，对存在
问题的工地等扬尘污染源，向所
在地政府或主管部门下达了限
期治理督办单。截至目前，仍有13

处扬尘污染源没有完成整改任
务。

这 1 3处未整治扬尘污染源
中，芝罘区8处，莱山区1处，牟平
区和高新区各 2处。其中芝罘区
冰轮路与港城西大街交会处高
见泽混凝土有限公司、烟建合力
混凝土、烟台市政路桥公司等 3

处物料露天堆放，车辆运输拖带
撒漏，周边道路扬尘。

芝罘区东岳南路西端、通车
路冰科集团南、芝罘区青年南路
路东 (东方盛景北 )等3处存在渣
土堆放覆盖不彻底，道路扬尘严
重。芝罘区青年南路西侧，下曲
家鲁玉街西端裕丰搅拌站和青
年南路东侧 (山语世家对面 ) 2处
存在渣土露天堆放无覆盖，车辆
运输拖带。

莱山区中铁逸都西渣土堆
放，牟平区通海路与新区大街交
会处东南角雪玉凯瑞苑工地和
三山大街与通海路交会处东南
角富邦华府工地在基坑开挖过
程中，工地出入口未硬化，车辆
运输粘带撒漏。

六区内13处未整治
扬尘污染源遭曝光

小区围栏安装铁蒺藜有效震慑了小偷。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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