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14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王明珠读枣庄·城事 05邮箱：newl@sina.com

晚报讯（记者 杨军 孙明春
孔浩 摄影报道）9月 10日下午，
虽然天公不作美，淅沥沥的秋雨
下个不停，但山亭区石板房部落
景区内鼓乐齐鸣，人声鼎沸，“广
汽传祺杯”枣庄市第一届民间绝
技绝活大赛山亭赛区的比赛在这
里隆重举行，共有百余位选手报
名，涉及到木板年画、泥塑、面
塑、烙画、编织、剪纸等多个项
目，山亭赛区有 19位选手参加了

比赛。
比赛现场设在石板房部落内

的“山楂妹大舞台”，比赛在南狮
表演中拉开了帷幕。接下来琴
书、脚踩钢刀、二人摔、高跷、
面塑、烙画、刻皮影等项目艺人
轮番登场，表演绝活。特别是现
场泥塑人像比赛，将活动推向了
高潮。当天晚上，还进行了甩铁
花和皮影戏表演，吸引了众多的
摄影爱好者前来拍照，活动可谓

是盛况空前、高手云集、精彩纷
呈。

本次民间绝技绝活大赛旨在
挖掘和保护我市民间优秀传统文
化艺术，丰富全市人民群众文化
生活，推动我市文化旅游事业发
展。今年 2月大赛正式启动后，
得到广大民间艺人的积极响应。
比赛项目涉及到雕刻、泥塑、面
塑、烙画、编织、剪纸、唢呐演
奏等7个大类，30余个小类。

木板年画、泥塑、剪纸、甩铁花……

百余位选手石板房亮绝活

晚报讯（记者 苏羽）近日，家
住薛城区八一小区的市民秦先生
将电瓶车停放在自家楼下，不到
半个小时，电瓶车便不翼而飞，
秦先生迅速报警，民警借助沿途
监控帮助其找回电动车。

秦先生说：“上个月 24日下
午两点钟左右，我回家吃饭，将
电瓶车停放在楼下，吃完后发现
车子被偷了。”近段时间，派出所
陆续接到报警电话，称停放在小
区内的电瓶车被盗，民警通过调
取丢失电瓶车小区周边的监控，
发现一名男子身着衬衣西裤，手
里拿着一个包，头部中央有明显
脱发，看起来就像一名白领，多
次出现在这些被盗电瓶车的小区
周边。

“由于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地
点多是老旧小区，视频监控设备
并不完善，给民警办案带来了不

小的难度。而且对方的反侦察能
力很强，很多地方都在监控死
角，很难找到他。”民警介绍，

“我们在扩大搜寻范围后，看近一
个月的监控，终于在一个路口的
监控中发现了犯罪嫌疑人骑着一
辆电动车过来，那个电动车正好
是周边小区刚丢的一辆。”

8月 28日中午，民警在辖区
巡逻时，看到一名约 50岁左右的
男子身着白色 T 恤，卡其色长
裤，手拿蓝色帆布包，与犯罪嫌
疑人极其相似。巡逻民警一边跟
踪犯罪嫌疑人，一边请求支援。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再次逃离，
民警果断在一辆公交车上，将其
成功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系
滕州市人，今年 65 岁，至今未
婚，还曾有犯罪前科。据犯罪嫌
疑人刘某某交代，刘某某自今年3

月份以来，前后多次乘坐公交车
从滕州来到薛城实施作案。作案
地点多选择监控设备不完善的老
旧小区，多为中午时分，作案工
具也十分简单，主要是扳手和螺
丝刀。“刘某某交代，他开的锁都
是只锁电机锁的，一般几十秒就
打开了。所以居民在停车时最好
锁两把锁，这样更为安全。”目
前，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已经被刑
事拘留。

对此，民警提醒广大车主，
平时避免随意停放电瓶车，最好
能停放在有专人看管的车棚里；
一旦离开电瓶车，务必要将车锁
好，除了电瓶车自带的车锁外，
还应加装环形或弧形的轮胎锁；
有条件的车主还可以加装电瓶防
盗锁，安装防盗报警器；若市民
发现电瓶车被盗，要及时报警，
以便警方破案后联系上失主。

打扮得像白领 流窜小区去盗车
民警：市民停车多落几道锁

晚报讯 （记者 董艳）就
读于枣庄职业学院的小李同
学，前几天加入了一个 QQ红
包返利群，原本该群的宗旨是
为群员们送福利，可是让小
李没有想到的是，她却没有
从中获得福利，相反自己一
个月的生活费化为乌有。

暑期的时候，小李的QQ
被一位网友加入了一个 QQ
群，该网友告诉小李，这个
QQ群发红包就能享受发多少
返利两倍的福利。在该网友
的怂恿下，小李在QQ群里发
了 5元红包，让小李惊喜的
是，不到两个小时，返利红
包就送到了小李钱包里。小
李之后在群里隔三差五发红
包，虽然红包数额不多，多
数当天就能“返利”。一个暑
假的时间，小李发了200多元
的红包，收到近500元，小李
足足赚了200多元。

看此QQ红包群确实能返
利，开学之后，小李又开始
琢磨“赚钱”了，由于刚开
学手里的零花钱相对多点，
于是小李慢慢地从 50元开始
涨到200元，小李满心以为这
样就可以赚到一样的现金。

可是让小李没有想到的
是，小李的红包涨到 200 元
后，返利群群主告诉小李，

因为数额较大，返利现金需
要三天后才能到账。想想整
个暑假，小李也赚了 200 多
元，于是小李也就没有在
意，满心以为群主会三天后
返利。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QQ群里有个活动，群主声称
返利群迎周年庆，推出发红
包返利三倍的活动，最低红
包数额为 800元，群主表示，
名额有限，想想800元在回本
的基础上还能赚 1600元，小
李想也没想就发了800元红包

“抢”下了这个名额，小李满
心期待两次返利，可是让小
李没有想到的是，第三天返
利红包依旧没来，小李询问
群主，群主也没有回话，第
四天对方干脆屏蔽了小李，
小李也被踢出QQ红包群。

原本应该到手的 1800元
利润和 1000元的本金，就这
样打水漂了。焦急的小李找
到当初推荐进群的网友，网
友对于小李的遭遇表示同
情，但是对方早就已经被QQ
红包群主给踢出来了。小李
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这样砸在
了一个虚无的 QQ红包群里，
想想自己之前想好事的心
理，小李都为此感到惭愧，
后悔不该如此盲目。

发红包返利两倍，一个暑假赚了200多元

大学生再“投资”亏了1000元

晚报讯（记者 黄天鸽）“整个
假期，孙子都在我们家，我们老两
口就围着他转，虽然累点，但是高
兴。”近日，66岁家住高新区新大
都小区的张先生说，“孙子开学后，
被接回市中区上学的头几天，我总
感觉心里空空的，做什么都没有精
神。”张先生的妻子将这件事情告
诉儿子，儿子和儿媳妇便想给两位
老人报个旅游团，开心的度过这段
情绪“低落期”。

“现在已经确定好出游计划
了，下周一出发，去三亚。而且我

询问过旅游团，这个团里面有几个
60岁左右的老人，他们在一起应
该有话说。”张先生的儿媳妇说，

“现在暑期结束，9月成了旅游小
淡季，很多旅游公司推出来的旅游
路线性价比都很不错。”

记者走访了市中区文化路、振
兴路和解放路上的几家旅游公司
发现，各个公司推出的旅游路线相
较 7、8月的暑期旺季，价格下降不
少。大多数旅游公司的几条南方
经典路线价格均做了下调方案，大
约每人价格下调千元左右。“现在

算是错峰出游，相对于前段时间，
我们合作的酒店餐饮价格都下浮
10-20%，甚至更多，所以我们的旅
游路线现在性价比更高。”文化路
某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道，她
表示，暑期中出游多以 20岁左右
的“背包族”为主，而现在旅游公司
的消费者主要是 50多岁以上，60
岁以下的中老年消费者，甚至会有
70岁的老人参团。

“前两天有很多市民来电询问
旅游路线的事情，大多数是为自己
父母报团。”解放路一旅游公司的

客服经理介绍，每年 9月的开学
季，有些老人会出现“离孙焦虑
症”，面对这种情况，让老人出去走
走，放松一下心情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多是建议他们报些风景不错
的旅游胜地，看看山，看看水，没有
什么比亲近大自然更心情愉悦的
了。”该客服经理解释，现在很多市
民的经济条件不错，老人退休后也
愿意“游山玩水”，大家消费观念的
改变，让9月的旅游“淡季”多了不
一样的身影，而且现在正值暑假
后、国庆节之前，不仅风景秀丽，温

度适宜，还可避开拥挤的人潮，慢
慢享受旅游的乐趣。

“我是专程来看旅游路线的，
父母假期帮忙带孩子很辛苦，该让
他们好好休息下。”市民刘先生
说。刘先生想着父母喜欢“出去看
看”，所以假期一结束就想给他们
报个旅游团放松下心情。“有可能
不止我父母去，我父亲的两位老战
友也可能带着家属结伴出游。”刘
先生认为同龄的长辈们一同出游
更能拉近彼此的感情，而且大家相
互之间都有照应，儿女更放心。

暑假忙着照顾孙子 开学后有些焦虑

老人九月报团出游成潮流

2017年九月过半，国庆
中秋双节即将来临，又一重
大比赛将于台儿庄古城举
办，那就是台儿庄古城首届
中外搏击争霸赛，10月 1日
19:00-23:00 在枣庄职业学院
古城校区上演巅峰对决。届
时，来自 5个国家的 20位中
外武林高手将齐聚台儿庄古
城，为观众献上一场极具观
赏性的搏击盛宴。

参加此次争霸赛的选手
都是来自全世界的知名搏击
高手，有来自中国的薄福
凡、孔令丰、李明蕊、孙伟
鹏、刘海南、李帅虎等久战
沙场的搏击悍将，也有来自
俄罗斯、泰国、伊朗、韩国
等国家的知名强者。此次搏
击争霸赛，还邀请了明星嘉
宾——知名散打运动员方
便，曾连续五年获得“全国
散打锦标赛” 80 公斤级亚
军，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散

打比赛预赛 77.5公斤级第一
名。并保持武林风 47战全胜
记录，绰号为“死神方便”。
台儿庄作为中国武术之乡，
武术文化底蕴深厚，加上山
东人热情、刚强、直率的性
格以及长久以来的尚武精
神，国际搏击比赛在此举
办，可谓是天时、地利、人
和，万众瞩目。

比赛现场准备了 4000多
个座位，东南西北四个区域
全方位均可观看。对于搏击
爱好者和喜欢搏击竞技的观
众来说，此次大赛必然是一
场激烈热血的视觉盛宴。由
中方选手对阵国外选手，其
观赏性，娱乐性更强，选手
们在切磋武艺的同时也提升
了实力，获得了赞誉，并以
大赛为平台展现搏击魅力，
弘扬体育精神。

(孔闯)

重拳出击，
中外搏击争霸赛“来势汹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