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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新闻

一语 人惊惊

环球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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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住在安徽省合
肥市肥西县上派镇工商小区，
这里建成已经有二十多年
了。刚建成时，小区的规划并
不合理，环境堪忧。如今，“旧
貌换新颜”，小区不仅环境整
洁，还有不少装饰字画，一进
楼道，文艺气息扑面而来。

没有路灯，常备手电筒出行

工商小区刚建成时，由于
规划不合理，下水道常年不畅
通。还没到夏天，各类蠓虫、
蚊蝇像一团团黑雾般疯狂盘
绕，我走到楼下常要屏住呼
吸。有时，突然有只老鼠“噌”
地从脚边一闪，我被吓得尖叫
时，母亲在二楼都能听到。

很长时间里，那一片
小区无物业、无主管部
门，连个像样的门楼都没
有。因为小区没有路灯、
楼道灯等照明设备，我经
常叮嘱父母，天黑了就不
要出门。有一回给父母
收拾柜子，竟然找到一抽
屉的手电筒，老旧铝壳手
电筒、LED 灯手电筒、充
电式手电筒，大款、小款、

折叠款，应有尽有。
因为楼道没有单元门，整

个楼道的墙体，甚至一级级楼
梯都被涂上了小广告。有一
次我在家，父母正好要换煤气，
我边开门边说：“我来打电话，
还是门边上的那一家吧？”母亲
直摇头：“不行，那家态度差，换
窗户下面红字的那一家。”

小区改造后告别蚊虫之扰

慢慢地，周边建起了漂亮
的小区，环境优美，管理规范，
想换房但仅靠退休金生活的
父母只能凑合着过了一年又
一年。突然有一天，楼下来了
一群人，对着小区议论纷纷。

其中一位是社区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父亲说，县里安排专项
资金，要对所有的老旧小区进
行整治改造。转眼间，小区里
的路灯竖起来了，楼下垃圾运
走了，停车棚建起来了，还平
整出一个水泥地的小广场，装
配了各类健身器材……这可
把父亲给乐坏了。每天，他都
要在楼下甩甩腿、扭扭腰，和
老邻居们聊聊天。

以前小区都是各人负责
自家门前的卫生，因为楼道垃
圾的事情也有邻里闹得不
和。小区环境整治后，社区给
老旧楼也配备了环卫工。楼外
地下排水通畅，地面环境整洁，
再热的天，也没有蚊蝇之扰。

整治旧楼就像新衣上身

最让父母感到欣慰的是，
楼道内统一安装了感应灯。
楼道里电线全部装入线盒内，
楼道也宽敞许多。最漂亮的
就是那一面面广告墙了。墙
体统一刷白，一楼入口处有标
准的“便民信息发布栏”，栏内
有各类维修、保洁、搬家公司

的电话和片警联系方式。每
一层楼的内墙上还挂了一幅
幅用镜框裱好的装饰字画，内
容涉及文明礼仪、社会公德
等。一进楼道，老旧楼的文艺
之风扑面而来。

父亲曾经笑着说，整治后
的旧楼，如同一件新衣上身，
再粗俗的人也会收敛起自己
的小性子。全面小康社会的
标准，包括衣、食、住、行的保
障，我们生活的小城在发展的
道路上，一直与社会同步。（安
徽肥西 周芳 51岁）

开栏语
“民亦劳止，
汔可小康。”
2000多年前
的《诗经》中，

“小康”就是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代名词，成为中
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也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为展现
老百姓的幸福小康生活，本报推出系
列报道《我们的小康生活》，展现一个
又一个生活变迁的精彩故事。

楼里楼外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 浙江杭州女子
来某某失踪案，持续20天成为
全国焦点。7月25日，杭州警
方召开新闻通气会，警方表示，
据来某某丈夫许某某初步交
待，其因家庭生活矛盾对来某
某产生了不满，于 7 月 5 日凌
晨在家中趁来某某熟睡时，
将其杀害，分尸后分散抛弃。

7 月 6 日，警方接到一名
余姓女子求助，称其母亲来某

某于 7 月 5 日凌晨在家失踪。
随后警方展开调查。警方调
看大量监控视频，发现来女士
没有出小区。其间，民警曾询
问许某某是否担心来女士，许
某某表示“我不担心”。

7月22日，专案组对化粪
池开展抽取工作，对抽取的38
车污秽物进行冲洗、筛查，现
场提取检测后，发现有疑似人
体组织。经DNA比对，系失踪

的来女士人体组织。许某某
具有重大犯罪嫌疑，于23日凌
晨被刑拘。

7月27日，四川省资阳市
安岳县警方通报称，接到屈某
某报警，称其妻子于7月19日
失踪，调查发现报案人屈某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经审查，嫌
疑人屈某某供述了趁妻子方
某某熟睡时，将其杀害的犯罪
事实。（摘编自《浙江法制报》）

两起杀妻案令人震惊

本报讯 近日，几段“女孩
考上清华后感恩父母”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火了。网友纷
纷点赞的同时，有人注意到这
几段视频中考上清华的是同
一个小姑娘，可她爸爸的身份
却不断变化，如此“转折”令人
震惊。

近期，各地陆续公布高考
成绩，考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成绩填报志愿。随后，这样一
段视频引发关注：一位衣衫褴
褛的男子手提垃圾袋，正在垃
圾桶里翻找旧饮料瓶，女孩拿
着清华的录取通知书，跑向男
子大喊一声“爸爸，我考上
了”，话音未落，她扶着男子的
胳膊，眼含热泪地跪下了……
同样的场景还出现在病房中
以及工地上。这些视频点赞

量超过百万，不少网友被感
动。然而，也有网友发现考上
清华的姑娘永远是同一个人，
她父亲的身份却一直在换。

视频拍摄者称自己是个
“段子手”，“是在传播正能
量”。网友则认为他是为了骗
流量。目前，视频平台认为拍
摄者违规，对其账号限流 10
天。（摘编自《楚天都市报》）

“女孩考上清华跪谢父亲”系伪造

情侣开车 2600 千米护
送迷路老人回家 近日，美国
伊利诺斯州的特蕾西·埃克
哈特分享了一段视频，她和
未婚夫埃尔顿·胡德帮助了
一位自驾迷路的老人。视频
显示，80岁的丹尼斯一周前
开车从亚利桑那州去威斯康
星州看望家人，迷路的他在
一个服务站遇到了特蕾西和
埃尔顿。埃尔顿将正确方向
输入丹尼斯的导航软件，留
了电话号码以防他再次迷
路，并和丹尼斯的儿子通电
话告知他父亲的下落。然而
15分钟后，丹尼斯再次迷路，
于是埃尔顿决定让丹尼斯开
车跟着他们，花三个小时护送
他到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丹尼斯返程时，又遇上埃尔
顿他们，埃尔顿决定继续开
车护送丹尼斯回亚利桑那
州 。 整 个 温 馨 之 旅 长 达
1660 英 里（大 约 2670 千
米）。（摘编自《都市快报》）

摆放“爱心凳”供人歇
息 贵州省贵阳市黔灵山
公园正门外的人行道上，
摆放着 10 张旧凳子，中间
的两张凳子上方还撑了遮
阳伞，不断有行人前来休
息。这些凳子是68岁的杨
显诗摆放的。13 年来，她
和老伴早上 6 点就会把凳
子搬出来放好，晚上又将
凳子搬回店里。在杨显诗
看来，“爱心凳”不仅方便
了行人，也成为自己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摘编
自《贵阳日报》）

“ 我看厨房挺干净，还
想买点菜住这里 。”

——近日，家住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新狮街道的
汪女士散步时，发现女儿
一闲置的别墅三楼卧室窗
口有灯光透出。确认女儿
并未返回金华后，汪女士
急忙报警。民警陪同汪女
士进入房屋后发现，女子
李某带着孩子在床上吹着
空调休息。李某起初谎称
自己是住户，最终才说自
己无意发现别墅后门未上
锁后便进入屋内休息。最
终，民警将李某带回派出
所作进一步调查。（摘编自
澎湃新闻）

跟一句：鸠占鹊巢。

“我好不容易偷来的电
动车被偷了，怪可惜的。”

——近日，山东济南
市历下区公安局千佛山派
出所接到报警称，有市民
停放在泺源大街附近的一
辆电动车被盗。经过调
查，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
人秦某，并将其抓获。让
民警哭笑不得的是，7 月 9
日，秦某曾报警称自己一
辆电动车被盗，希望警方
尽快破案。然而警方发
现，秦某“丢失”的电动车
系其刚偷来的，因觉得偷
车不容易便报警。目前，
秦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摘编自《齐鲁
晚报》）

跟一句：贼喊捉贼。

你眼中的小康生活是什么
样的？近年来你们家、你所居住
的片区发生了哪些变化？即日
起，《快乐老人报》面向读者征集

“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作品。
欢迎您拿起手中的笔，描述家
常生活的幸福瞬间，记录家庭
变迁的光阴故事。电子版稿件
可发至邮 箱 191286421@qq.
com，纸质版稿件可寄往湖南
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225号
红星国际酒店7楼快乐老人报。

征稿启事

父子用镜头守住乡愁
本报讯 17 年，两代人，3 万多张

照片，无数次走村串户的拍摄。60后
摄影师王晓明和90后的儿子王时雨，
留下了浙江省绍兴市66个“消失”的
村庄影像。这66个村庄，已经被淹没
在了城市化的大潮里。但在王家父子
的照片里，人们还能找到那份乡愁。

王晓明喜欢摄影。他在绍兴越
城区房屋征收办工作，面对那些面临
拆迁的村庄，他有点不舍。他最初是
想把这些村庄的面貌拍下来留作档
案，一不留神变成了人文的记录。王
晓明的儿子王时雨，从 2015 年起加
入进来。这么多年的拍摄，王晓明父

子感受到居民对居住环境改善的渴
望，以及对故里的眷恋，“有一次，我
们见到几位老太太，我说给你们拍个
照吧，一位老太太马上拉来了几个邻
居。最后，6位老太太手拉手站成一
排，笑呵呵地把照片拍了”。

王晓明的拍摄还在继续。对他
来说，记录绍兴的乡愁似乎是一种使
命，他乐意为此做一
些有意义的事情。
（摘编自《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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