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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名城里中学生到角峪体验生活，好多人感触挺大———

““做做个个饭饭真真不不容容易易，，妈妈妈妈辛辛苦苦了了””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王

世腾) 2月27日，20名城里娃来到
岱岳区角峪镇郗官庄村体验生活。
这些11岁到18岁的城里的孩子，要
在农村生活4天，其中不少孩子在
劳动中体会到做家长的不易。

2月26日上午，来自莱芜、济
南、德州、临沂的20名中学生来到
位于岱岳区角峪镇的郗官庄村，他
们要在这里生活四天。简单的欢迎
仪式过后，孩子们便住进了事先分
好的宿舍。因为村里房间有限，两
张床上要挤3到4个人。见此情况，
大家伙便一起动手将床并到一起，
又相互配合把床单、被褥整理好。

“以前都是睡大床，这还是头一次
睡大通铺。”来自淄博的袁子清说。

收拾完宿舍之后，也到了吃午
饭的时间。此刻摆在他们面前的最
大的难题便是生火做饭。由于都是
家里的独生子，平时几乎不做饭的
他们却要自己动手完成一顿午饭。

经过简单的商议后，20个孩子
分为两队，每个队又按照任务不同

分成几个小组。
在地里，孩子们分头捡柴火，

并且很仔细地将柴火理好，捆在小
推车上。经过1个多小时，20名孩子
终于吃上自个做好的饭菜。“这是
我第一次做饭，以前在家我妈做好
了饭我都不吃。”学生魏炜说。虽然
没家里做得好吃，但是他们吃得很

开心。“通过这次做饭，我真的体会
到妈妈的辛苦了。”学生杨凯说。

“我们面向全省免费收取20名
11岁到18岁的初中高中学生，组成
中国好少年团队，帮助青春期学生
理清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明确方
向、清晰目标、完善自我。”带队老
师马翠明说。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薛
瑞) 电视剧《石敢当之雄峙天东》
正在热播，2日上午，该剧四名演员
在泰山景区举行了一场“快闪”行
动，打扮成剧中“妖怪”突然出现，
让游客大开眼界。

“敢当呢，石敢当在哪？”“他们
三兄妹都已经追了我三千年了！”2

日上午9点半左右，天外村广场突
然热闹起来，热播剧《石敢当之雄
峙天东》中的朱半斤、哪吒、黑莲使
者忽然出现在广场上，上演了一场
穿越古今的“快闪”活动。

钟卫华、韩含等四名演员以剧
中扮相亮相，与进山游客开展近距
离接触，即兴演出，让进山游客又
惊又喜。剧中的反面角色黑莲使者
手持桃木剑，“挟持”游客，哪吒则
呼唤英雄石敢当出现，在“打斗”一
番后黑莲使者败下阵来，让刚刚反
应过来的游客也大呼过瘾。

泰山景区为这部古装神话剧
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普照寺、竹林
寺、岱顶等场景多次出现在剧中。
电视剧开播后，一股“石敢当热”正
在悄然掀起。“春节期间爸妈一直

在追这部电视剧，说石敢当最能代
表泰山文化。小外甥也爱看，觉得
比平时听故事有意思。”市民郑女
士说。

在天外村广场附近经营旅游
纪念品的商家则表示，电视剧开播
后，购买“石敢当”石头的游客也在
增加，有的还会聊起剧情。据了解，
神话剧《石敢当之雄峙天东》目前
正在山东卫视热播，裸眼3D特效逼
真。观众参与电视剧互动，还有机
会免费获取泰山景区门票。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曹
剑 通讯员 张力斌 王昭东)

一辆车看见交警逆行逃窜，驾驶员
从副驾驶位钻出来，自称不知谁开
车。2日，高新区交警抓住不走寻常
路的醉司机。

2日上午，一男子到高新区交警
大队接受处理，当天刚出的检测报
告上，男子血液酒精含量143 . 8mg/
100ml，被民警送刑警大队进一步处
理。中队长贾国成说，2月24日14时50

分，和指导员朱峰带领北集坡勤务
中队，在龙泉路与老泰汶路路口执
勤时，发现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黑
色轿车突然减速并迅速调头，民警
意识到该车有违法嫌疑，立刻跟上，

喊话让其停车检查。
民警称，该车不停车加速逃

窜，在龙泉路与中天门大街路口逆
行进入中天门大街，由于路况原因
该车在中天门大街中段被迫停车。
此时民警隐约看到该车男性驾驶
员竟然越过副驾驶女性乘客，并从
副驾驶室开门钻出来，民警将其控
制过程中闻到该男子身上浓烈酒
气。

现场询问，该男子辩称车不是
自己开的，民警拉开嫌疑车门驾驶
室空着。“难道是无人驾驶吗？”面
对民警的进一步询问，该男性驾驶
员又谎称是副驾驶女性乘客驾驶，
但是在民警普法宣传和证据面前，

该车驾驶员韩某承认自己酒后驾
驶机动车并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
事实。

2日上午，泰安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物证检验报告显示韩某血液
酒精含量为143 . 8mg/100ml，属于
醉酒驾驶已构成犯罪。目前该案已
经移交高新区刑警大队进一步处
理。“不走寻常路”的轿车司机韩某
将要面临驾驶证吊销，五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记者了解到，近期泰城交警已
经连续查获30余起酒驾违法行为，
特别是城乡结合位置尤为突出，提
醒驾驶员不要以身试法，忘记安
全。

本报泰安3月2日讯
(记者 张伟 ) 2日凌晨4

点左右，泰城一男子锁门
时，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不
慎被U型锁挤住，疼痛难
忍，泰安消防财源中队出
警，成功帮男子脱困。

2日凌晨3点50分，南
关皮革厂院内，市民陈先
生出门时，拿出U型锁准
备锁门，“当时没怎么注
意，把右手大拇指和食指
挤到U型锁里，稍微一动
就疼得厉害。”陈先生本想
忍痛将手抽出，但尝试多
次，都没有成功，随即拨打
报警电话求助。

泰安消防财源中队接
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实施
救援。经现场查看，男子右
手大拇指和食指区域因长
时间挤压，已经有些浮肿。

“征得男子同意后，我们决
定用无齿锯实施救援。”消
防战士用湿毛巾，给男子

右手做好相关保护，用无
齿锯锯断U型锁，助男子
成功脱困。

由于处置及时，男子
右手并无大碍。“谢谢消防
战士，要不是他们紧急救
援，估计我还得多受会
罪。”

本报泰安3月2日讯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张力斌 严诚 ) 一男子
春节前刚因无证驾驶被拘
留，过完年不几天，2日上
午，男子再次因为无证驾
驶三轮摩托车，被城东交
警大队送拘留，不到20天
两次拘留。

2日上午，交警城东大
队交警依法巡逻检查，南
外环突然一辆三轮车迎面
驶来，民警随即正常拦停
检查，驾驶员男子提供不
了驾驶证。后通过民警查
询发现，男子并没有考取
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而
在处理记录里，更让民警
不解的是，去年农历腊月
二十二日，男子因为无证
驾驶两轮摩托车，已经被
拘留一次。“短短不到2 0

天，两次无证驾驶，驾驶员
太大胆了。但是两次被拘
留，又让我们感觉他可怜

又可恨。”民警称，第二次
重犯，理应从重处罚，民警
依法将男子送拘。

大年初一晚八点半左
右，泰山景区交警大队夜
巡民警项荣山巡逻至环山
路鸿泰酒店门前路段，发
现一辆小型客车车牌被迷
彩布遮挡，扯下迷彩布后，
民警发现该车车牌为“冀
D***88”,但车牌的最后两
个数字有问题。借助警用
手电的灯光细细观察，果
然发现这两个“8”是磁铁
制成的所谓“号码牌”。车
主见被交警识破，如实承
认在济南购买了“号码
牌”，刚到泰安就被查获。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使用
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
的”，将被处以2 0 0 0元罚
款、驾驶证记12分。民警依
法将驾驶人送至拘留所，
接受15日内拘留。

本报泰安3月2日讯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宋斌 ) 2日上午，泰山景
区交警查获一起违法行
为，侄子将已故叔叔的驾
驶证换上自己照片，被依
法罚款2000元，并处15日
拘留。

2日9时30分许，景区
大队勤务二中队民警樊金
强正带队巡逻至S243省道
天烛峰路段，发现一辆白
色轻型普通货车拉满了超
长货物，且货物上坐了三
个人，十分危险。民警随即
示意车辆靠边检查，驾驶
员当场出示一本名为周某
C1型驾驶证，民警在检查
证件时发现该驾驶员所持
驾驶证与本人年龄存在很
大差异。

经查询周某C1型驾
驶证状态显示注销可恢

复，民警遂暂扣其所驾车
辆。通过系统查询，民警发
现该车驾驶员周某的驾驶
证照片与系统登记照片相
貌差距巨大。民警依法对
驾驶人进行询问。一开始，
驾驶员遮遮掩掩，拒不交
代实情。随后，中队民警通
过多方查证，终于获取该
驾驶员所持驾驶证准驾车
型为B1的真实身份信息。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
周某终于交待其叔叔已经
去世，他自作聪明将叔叔
驾驶证中照片换成自己的
照片。经询问核对，当事人
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驾
驶证的违法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民警立即对驾驶
员周某依法做出处罚：暂
扣其所驾机动车，2000元罚
款，驾驶证记12分并处15日
以下拘留的严重处罚。

凌晨外出锁门
U型锁咬住手指

男子无证驾驶
20天被拘留两回

叔叔故去驾驶证不“浪费”
侄子换个照片接着用

醉醉司司机机逆逆行行又又从从右右门门下下车车
交交警警质质问问““难难道道无无人人驾驾驶驶？？””

《《石石敢敢当当》》演演员员玩玩快快闪闪
““哪哪吒吒””天天外外村村护护游游客客

“黑莲使者”在天外村广场。 本报记者 薛瑞 摄

两名学生自个动手削土豆。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消防队员实施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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