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6 家园·社会 2015年5月18日 星期一 编辑：焦守广 组版：肖婷婷 今 日 聊 城>>>>

中中国国银银行行聊聊城城分分行行开开展展““天天使使之之翼翼””捐捐赠赠活活动动

拥有健康和快乐是我们每个人
的梦想。当我们和朋友高歌、放声欢
笑的时候，当我们和家人团聚、共享
天伦的时候，当我们努力工作、畅想
人生理想的时候，却有一位老人正强
忍着内心的痛苦，用他羸弱的身躯支
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用他的坚强
来诠释生命的意义！

来自聊城市侯营镇的孟宪银老
人，大儿子前年出了车祸，成了植物
人，小儿子从小痴呆。大儿媳因承受
不住打击，在儿子住院期间，就离开
了家，留下三个孩子，由他和患病多
年的老伴照顾。最大的孙女今年9岁
读小学三年级，最小的孙子今年才2

岁。老人的工作是环卫，从早干到晚

每天仅能收入11元。
得知相关消息后，4月底，中国银

行聊城分行为老人一家开展了“天使
之翼”系列捐赠活动，市行本部以及
县、城区支行均踊跃参与，全辖数百
名干部员工积极伸出援助之手，将爱
心奉献给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将希望

带给这三名年幼无辜的孩子，将力量

传递给这位坚强的老人。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截至4月

30日，全行员工共捐赠善款23790元，

衣服90件，书籍50本，彩色蜡笔2盒。5

月5日下午，聊城分行纪委书记亲自

率队将所捐赠的款项、物品悉数送至

孟宪银老人家中，并代表聊城分行慰

问老人。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献出爱心，

倍感快乐。点亮希望之灯，是中行人

“担当社会责任”的最美映射，中国银

行聊城分行将持续跟踪这个贫困家

庭，让爱心的火种燎起持久的光热，为

更多有责任心的人提供爱心平台，为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开辟避风的港湾。

名师指点，复习有道 六个核桃《高考冲刺沙龙》强势来袭

这段时间是高考的最后冲
刺阶段，抓住这关键的二十天，
高考说不定就会创造一个奇迹，
很多黑马就是这么诞生的。为了
帮助考生更好的冲刺，六个核桃
与搜狐教育合作共同推出《2015

高考冲刺沙龙》，引起很多考生
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在沙龙举办过程中，安徽省
安庆一中语文高级教师吴国珍
就语文作文问题向大家做了详
细的经验分享。高考作文是由
标题、词句和段落构成的文字

空间，也是由字体、墨色、留白
构成的书法间。一篇优秀的高
考 作 文 外 形 上 要 做 到 疏 密 有
致、结构匀称、字体工整清晰、
墨色浓淡适中。对于自命题作
文的标题要运用一定的手法，
好的高考作文标题可以秒杀阅
卷老师。文章结构要像人一样
有腰，黑压压的一整片文字会
给阅卷老师一种压抑感，可以
拟写一两句话、小标题，独立成
段。

高考作文要有声，古人道
文字有如金石，要多用一些四
字词语、短句、押韵，做到整散
结合、长短参差，这样的文章就
会铿锵悦耳、婉转悠扬。高考作
文要有色，敢于绚烂，洋溢青春
的色调。学会用画面来代替思
想、情感，比如相信未来写成

“严冬来临，春天未远”。吴老师
强调，思辨力的下降是高考作文
最大的弊病，用辩证的思维来审

题立意是高考作文取胜的一大
法宝。一个人聪明不聪明看他脑
海中有没有逆向思维，一个人他
的作文水平高不高看他有没有
在正反对照的基础上提出更深
刻的观点。正反对照不仅可以应
用于议论文，还可以应用于记叙
文，写人物有正有邪，写人物的
品行有善有恶，写事件有进有
退，正邪不两立，善恶不相容，一
进一退，一正一反，平地生波，双
峰对峙，这样的情节好看，人物
性格丰富复杂。

除了对语文作文的介绍之
外，其他科目也都有专业的高级
教师进行详细讲解，细心观看的
学生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的。据
了解，此次《高考冲刺沙龙》是六
个核桃独家赞助播出的。六个核
桃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关心着每
年的高考进行。六个核桃希望每
一个孩子都能在六个核桃的帮
助下走进理想的大学。

名师指点，复习有道 六个
核桃《高考冲刺沙龙》强势来袭

男男子子为为还还““赌赌债债””绑绑架架八八岁岁女女童童
绑架过程中致使女童窒息死亡

本报聊城5月17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丰雷) 为偿还欠债，绑架八岁
女童，并致其死亡。近日，聊城
中院一审公开审理此案，以犯
绑架罪判处被告人布某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布某因购买彩票、打麻将
及贷款欠下债务，为偿还欠债，
遂产生绑架儿童勒索钱财之
念。

2014年4月24日7时许，被
告人布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行至
阳谷县黄山路景阳岗大酒店西
围栏外侧人行道寻找绑架对
象，当看到独自上学的女童(殁
年8岁)后，将其骗至三轮车内
捆绑并拉至阳谷县大布乡东布
村一废弃民房内予以藏匿看
管。当日8时52分许，被告人布

某使用手机向女童之母手机联
系索要赎金人民币15万元。下
午19时30分许，布某取赎金前，
为防止女童喊叫、挣脱，用毛巾
堵嘴未能堵住，遂用绳子将其
四肢捆绑，又将女童颈部用绳
子勒紧并系上死结，用玉米秸
盖住后离开。晚21时40分许，布
某在阳谷县北环路被公安机关
抓获并提取作案用手机及手机
卡。22时30分许，侦查人员在布
某带领下找到女童被藏匿的地
点，女童已经死亡。

经鉴定，女童系绳索勒颈
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公安机关
根据其供述及指认，于当日23
时50分许，提取布某丢弃的女
童装书用的手提袋书包。

法院审理认为，布某为偿
还借款，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
架无辜儿童并致其死亡，并向

其家人勒索钱财。布某作为成
年人，明知将年仅8岁的被害人
颈部用绳索使劲勒住并打成死
结有可能导致死亡，但其仍然
实施，其主观上具有勒索财物
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捆绑被
害人用绳索勒住要害部位弃之
不顾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布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所供对被害人实施绳
索勒颈行为、被害人死亡原因
及状态、在藏匿被害人现场行
为均与现场勘查笔录、鉴定意
见、物证、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互
吻合；且公安机关是在布某指
认下找到被害人藏匿地点，并
提取被其抛弃的被害人所用
手提袋书包，在案物证均系合
法提取，并经布某辨认无异，
鉴定意见亦能证实系布某拨
打的勒索电话，被害人书包胶

带上亦检出布某的混合DNA
分型，在案发现场提取的烟头
系布某所留，足以证实布某的
犯罪事实。其行为已构成绑架
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
事实及罪名成立。布某归案后
虽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但所犯绑架罪动机卑劣，为达
目的将一无辜儿童捆绑勒颈
致死,犯罪手段残忍，情节特别
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认罪态
度好不足以减轻其罪责，且初
犯情节不适用罪行严重的犯
罪。布某因其犯罪行为而给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丧
葬费应予赔偿。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布
某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布某赔偿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丧葬费23193元。

无证醉驾摩托

男子被拘五个月
本报聊城5月17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杨金坤 ) 一
男子无驾驶证，且在醉酒后驾驶
无牌照二轮摩托车与等待红绿灯
的电动三轮车尾随相撞，致人轻
伤。近日，临清市检察院对其提起
公诉。

2015年1月2日16时许，被告
人于某无证醉酒驾驶无牌照二轮
摩托车，沿该市先锋路由西向东，
在驶至该路与新华路交叉口时，
因违法操作、未保持安全车距，与
前方同向等待红绿灯的电动三轮
车尾随相撞，造成电动三轮车乘
车人张某受伤且两车损坏的道路
交通事故。肇事后，被告人于某在
现场被受害人家属控制。经法医
鉴定，受害人张某其伤情为轻伤
二级，被告人于某血液酒精浓度
为234.6mg/100ml，属酗酒状态。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
醉驾无牌机动车上路，其行为已构
成危险驾驶罪，综上，法院以危险
驾驶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拘役五个
月，并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邮政公司倾心

服务蒜薹市场

5月12日至15日，正值聊城市
堂邑镇一年一度的蒜薹交易季，
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货车前来收
购当地蒜薹，这几天堂邑镇的蒜
薹交易市场熙熙攘攘。

聊城邮政公司始终秉承“人
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给百
姓提供“送服务进市场，送服务到
身边”的活动，分别在9个收购点
设置了服务点，同时，由于支局员
工人手不够，每天指派市公司职
能部室及专业局各1-2名员工，共
同服务堂邑蒜薹市场。工作人员
现场帮百姓记账结算，实行绿卡
交易，这样老百姓就无需把大量
的现金带在身上，更不会收到一
张假钱，方便了百姓，让百姓更放
心，资金更安全。另外，蒜薹经销
商可以直接与邮政结算，异地卡
转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也方便
了蒜薹经销商。

堂邑镇马庄村村民孙宝亮
说：“首先感谢咱堂邑邮政局给我
们蒜农提供的这些服务，真是太
便利了，堂邑邮政局工作人员在
为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还不收取
我们一分钱的服务费。渴了，工作
人员还会把水递给我们。现场结
算，我们不用把大量的现金带在
身边，也不会收到一张假钱，到哪
里也找不到这样的服务。”

(李军 赵阳磊)

生生产产1155万万元元““山山寨寨货货””欲欲运运出出国国
阳谷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

本报聊城5月17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杜爱萍
李玮 ) 5月15日上午，阳谷

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成功破获
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办案民
警当场扣押价值数15万元的
货物一宗，并将欲外逃的犯罪
嫌疑人抓获。

5月15日中午，阳谷县公
安局经侦大队突然接群众举
报，一批假冒钎具正准备运往
外地销售。正在值班的三中队
中队长陈长生组织警力火速

出警。办案民警在阳谷县盛世
家园小区一车库内，当场查获
注册商标为“三丰”的钎具245
箱，价值15万余元。经检验，这
些钎具均为犯罪嫌疑人柴某
在未经“三丰钎具”商标持有
人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加工的
阳谷三丰钎具有限公司注册
商标的产品。

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柴
某在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中，柴
某认识了在阳谷某集团的业
务员张某。柴某在同张某交谈

中得知，钎具的经济利润比较
高，正好张某的一位辽宁省丹
东市的熟人需要一批钎具运
往朝鲜销售，利润非常可观。
经过一番精心设计，今年初，
柴某在阳谷县金水湖游乐园
内租赁房屋，购买相关设备连
夜生产钎具。期间，在张某的
联系下，辽宁的熟人提前向柴
某预付定金10余万元，张某趁
机也获取了不少好处费。后
来，柴某将生产的钎具运至阳
谷县盛世家园小区一车库内

装箱，并在包装箱上喷涂他人
注册商标。

办案民警讯问得知，犯罪
嫌疑人柴某正准备趁中午用
小货车将假冒注册商标的钎
具运往聊城，然后再通过物流
将假冒注册商标钎具运往辽
宁省丹东市，再从丹东港运往
朝鲜。如果办案民警再晚来一
会儿，假冒注册商标钎具就可
能被运走，届时将会对案件侦
破带来很大难度。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5月15日是全国公安
机关打击和预防经济犯
罪工作宣传日。今年宣
传日活动主题为“打击
经济犯罪，识假防骗，共
创平安。”,当天，聊城市
公安局经侦支队会同东
昌府分局经侦大队，在
市区金鼎商厦广场开展
了以“打击防范经济犯
罪，护航改革，保障民生”
为主题的打击和防范经
济犯罪集中宣传咨询活
动。图为聊城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工作人员现场
给市民介绍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识识假假防防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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