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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与恋人再续前缘，但她已精神异常

残残疾疾男男子子卖卖鸡鸡攒攒钱钱为为妻妻治治病病
占用耕地建楼房

被依法拆除

本报青岛4月26日讯（记者
陈之焕 通讯员 辛克杰） 一
居民占用1 .9亩耕地建二层小楼，并
拒绝整改。26日，青岛市崂山区北
宅街道对五龙涧社区一栋二层楼
房依法进行整改拆除，恢复耕地。

根据群众举报，日前，崂山区
北宅街道查处五龙涧社区一处违
法建筑，该违法建筑在五龙涧社
区幼儿园北侧，为村民私自建设，
这栋二层楼房建完不久，还没来
得及装修。整栋楼房并排三户，占
用耕地1 . 9亩。北宅街道对该违法
建筑下达了整改通知，截止期限
为2015年4月25日。期限已到，但
是该违法建筑当事人没有在期限
内进行整改。

26日，北宅街道与城管执法
中队、派出所、国土所等单位的
10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联合执法
队伍，对五龙涧社区占地面积1 . 9

亩的二层楼房依法进行了拆除。

潍坊公布十大

典型知识产权案

本报潍坊4月26日讯（记者
张焜） 26日，在第十五个“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为提
高公民及企业维权意识，打击和
制止侵权行为，潍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从涵盖领域、影响范围、涉案
金额、办理难度等角度，选取了十
个2013年以来审结的与群众生活
和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典型案
件。其中，包括索赔金额达1 . 7亿
元、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楼氏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等两
被告系列专利侵权案，最终该案
以全球和解告终。

据悉，原告歌尔声学股份有
限公司就硅麦克风产品拥有四项
实用新型专利和一项发明专利，
2013年5月起，原告发现楼氏电子
（苏州）有限公司等两被告未经其
同意，制造、销售、使用侵犯原告
专利权的产品。遂向法院起诉5起
案件，请求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
赔偿经济损失1 . 7亿元。

潍坊中院对该系列案件进行
了31个工作日的法庭审理，经过
庭审比对和调查，确认被诉侵权
麦克风的技术特征落入了原告享
有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
围，判决两被告停止侵权，被告楼
氏电子（苏州）有限公司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两被告不服判决，上诉
至山东省高级法院。由于上述两
案裁判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判决
得当，促成原告与楼氏电子回归
到谈判寻求双赢的和解之路。
2015年2月13日，全球硅麦克风两
大生产商歌尔声学与楼氏电子签
署了全球和解协议，潍坊中院和
山东省高级法院相关联的案件全
部调解结案。

据介绍，歌尔专利系列侵权
案是潍坊中院知识产权专业化审
判以来标的额最高、审理难度最
大的案件。

其他九起典型案件，涉案企
业包括三一重机、福建七匹狼、青
岛一木等知名企业。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路伟 曹剑） 24日早上5点

多，泰安一名老年男子在外出
取水的路上突发意外倒在路
边，有市民发现后立即拨打了
120求助。老人身上没有证件和
通讯工具，并且已经意识不清，
医护人员无法联系上老人家
属。当天，寻找老人家属的消息
在微信朋友圈迅速转发。老人
的家人找不到老人也非常着
急，其女儿报警11分钟后，民警
通过朋友圈的线索联系上老人

的家人。
24日早上6点左右，解放军

第八十八医院急诊科接到求助
电话，称在泰安环山路和岱道
庵路交叉口处，一名老年男子
摔倒在地，意识不清，需要救
治。救护车赶往现场后，医护人
员发现，老人躺在地上，头部有
外伤，意识不清，在其身旁有自
行车和水桶等取水工具。

经过紧急救治后，老人被
救护车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
经过检查，老人蛛网膜下腔出

血，情况非常严重，被转至神经
外科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发
现，老人身上没有能够证明其
身份的证件，也没有通讯工具，
一时无法联系上老人家属。

24日下午，一条寻找老人
家属的启事在微信朋友圈发
布，并附上老人昏迷的照片。消
息发布后，不少网友纷纷转发，
寻找老人家属。

而老人的家属因为找不到
老人也非常焦急，下午4点57
分，家属报了警。5点02分，泰安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发布寻找老
人的消息。此时，泰安市交警
景区大队协警郭磊浏览朋友
圈时正好看到这条消息，5点
0 8分，民警成功联系上老人
的家属，老人的女儿赶到医
院，看望躺在病床上正在接受
治疗的父亲。

据了解，老人今年75岁，经
过诊断确认为外伤性双额颞部
硬膜外出血。25日下午，老人出
血量加大，于下午4点实施了手
术。目前老人仍处于昏睡状态。

老人出意外倒在路边，网友纷纷转发微信

““朋朋友友圈圈””帮帮昏昏迷迷老老人人找找到到家家人人

占用耕地建的二层楼房。
通讯员 辛克杰 摄

多年前，两个相恋的人无奈分手，多年后再续前缘。可是此时，女子却精神有异，男子依旧双腿残疾。为了弥
补这分迟来的爱，台儿庄区涧头集镇残疾男子黄崇松扮成大公鸡在集市上卖鸡攒钱，为妻治病。

黄崇松的家是一间十多
年的老房子，屋里有一组破
旧不堪的沙发，一张早就裂
缝的桌子，一台14寸的电视，
仅此而已。屋里地面一片黝
黑，似乎很久没有打扫。屋外
的墙上从上到下已经裂开了
很大的缝儿。一家人住在屋
内，着实令人揪心。由于没钱
维修，一家人毫无办法，只能
听天由命。

“ 紫 燕 ，过 来 ，爸 爸 抱
抱。”刚回到家，黄崇松就赶
忙坐到沙发上，向2岁半的女
儿伸出手。眼前的小姑娘，大
大的眼睛，望着陌生人到来，
一脸惊奇，紧紧地抓住一个
水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望
着记者。

黄崇松除了有一个两岁
半的女儿紫燕，儿子子航也
已经有一岁半了，儿女双全，

对黄崇松来说已经非常满
足，但一直以来，在黄崇松的
心底，最愧对的一个人就是
妻子单美峰。

25日下午，记者见到单
美峰的时候，她少有言笑，有
些话黄崇松说很多遍，她才
回答一两个字，然后依旧沉
默。“她精神不好，时好时坏。
有时候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哭
泣，摔东西，砸东西，乱喊乱
叫，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惹
她，精神好的时候，多多少少
还能跟我说上几句话。”一边
说着话，黄崇松一边爱恋地
看着自己的女人。

黄崇松的邻居们说，有
时候会突然听到黄崇松家里
传出哭喊声。“刚开始我们还
以为是吵架，后来久了就知
道了，原来是他妻子精神不
太好。”

妻子精神异常，但他很爱她

因身体残疾，黄崇松年轻
时相了许多姑娘都没有成，后
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十八岁
的女子，两颗年轻的心相恋了。
就在谈婚论嫁时，女子父亲强
烈反对女儿嫁给一个瘸子，于
是短时间内，女子另嫁他人。心
中虽然很痛苦，但黄崇松不得
不承受这一残酷事实。

女子结婚几年后的正月
廿三，黄崇松赶集回家途中，听
到一辆车上传来一名女子的哭
喊声，他赶忙过去一看，不看则
罢，一看这名哭喊的女子竟是
自己年轻时的恋人。

原来女子婚后的感情不
好，因家庭原因患上了精神
病。这个苦命的女子在这次外
出的路上，路遇歹人，恰好碰
上了黄崇松。黄崇松护住女
子，在遭遇一顿毒打之后，将
女子救了下来。之后的七八
年，女子的婆家人再也没有接
她回家。

这个女人就是单美峰。年
轻的恋人前缘再续，黄崇松的
人生里充满着变数。而今单美
峰精神有异，但在黄崇松的脑
海里，单美峰依然是一个完美

的人。从曾经的遥不可及，到
如今的相依相偎，这让黄崇松
倍感珍惜，他暗暗发誓一定要
把她的病治好。

几年前，他带着单美峰几
次到济南给她看病，无奈囊中
羞涩，妻子的病依旧没有明显
好转。

“一个女人能跟我这个瘸
子就已经不错了。我要攒钱把
她的病治好。”黄崇松说。

一定要把妻子的病治好

集市上卖鸡，大家喊他“公鸡哥”

“3块5一只，小鸡每一只
都很健康，放心买就行。”4月
25日上午11点多，在枣庄市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运南商业
街家禽销售区，烈日当头下，
一名头戴“大公鸡”卖鸡的中
年男子引起了市民的好奇
心。

中年男子坐在路边，他
脚边的鸡笼里放着几十只孵
化不久的小鸡，旁边还有一
笼母鸡。嬉戏的小黄鸡和男
子 头 上 戴 的 艳 丽 的“ 大 公
鸡”，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
看，顺手拍照。

“妈妈，叔叔戴的公鸡好
漂亮。”一个六七岁的男孩被
中年男子头上的公鸡吸引，
停下脚步。“多少钱一只，给
我拿五只吧。”此时，一位头
发花白的老人拿过塑料袋，
抓起了几只小鸡。

紧挨着这名中年男子
的，是涧头集镇西徐塘村的
李秀梅，她在这里杀鸡已经
不少年头了。“他家庭情况确
实很困难，本身就有残疾，走
路也不方便。谁知娶了个媳
妇，精神好像还有问题，一家
人都靠他卖鸡养活，挣的钱
多半给他媳妇治病，这么一
个残疾人，非常不容易。”李
秀梅说。

眼前这名中年男子叫黄

崇松，家住台儿庄区涧头集
镇涧头集村，他出生八个月
时，一场高烧造成双腿瘫痪，
在他成年后，动了三次大手
术，现在可以勉强用铁棍支
撑着走路。母亲在他出生不
久便得病撒手人寰。双腿残
疾，母亲病逝，黄崇松的人生
从此发生逆转。

25日下午两点多，集市
上的人渐渐稀少，黄崇松用
一根细长的铁棍支撑着身
体，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家
里还有两个孩子，孩子他妈
也做不了饭，不能回去太晚
了。”

大半天，黄崇松一共卖
了27 . 5元钱，他说这已经够
多了。“有的时候一天只卖几
块钱，甚至有的时候哪怕呆
一上午，也开不了市。”

“慢点，我帮你！”看着黄
崇松要走，在一旁的曹九龙
赶忙跑过来帮忙往三轮车上
搬鸡笼子，“他不光养老婆孩
子，还得养80多岁的老父亲。
他人非常好，我们看着也不
忍心啊，卖鸡也挣不了几个
钱儿，他只要过来，我们周边
的人能帮他就帮他。”

时间久了，每次黄崇松
头戴“大公鸡”来到集市，大
家都会喊他“公鸡哥”，对此
黄崇松总是憨厚地笑一笑。

本报记者 李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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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崇松卖鸡攒钱为妻子
治病。本报记者 李泳君 摄

“公鸡哥”黄崇松在集市上卖鸡。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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