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市(002186-002437)(七)(昨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 简 评

002186 全 聚 德 33 .4 0 .69 买气欠佳，不碰为妙
002187 广百股份 27 .05 1 .31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2188 新 嘉 联 10 .9 1 .68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2189 利达光电 14 .82 1 .51 盘势尚末扭转，跟踪
002190 成飞集成 30 .4 2 .56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2191 劲嘉股份 11 .38 1 .16 上行动能较强，暂持
002192 路翔股份 28 .32 4 .89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2193 山东如意 15 .82 2 支撑未稳，不介入
002194 武汉凡谷 13 .9 1 .83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2195 海隆软件 22 .94 1 .73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196 方正电机 32 .55 0 .28 强劲上升行情，关注
002197 证通电子 16 .77 1 .21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2198 嘉应制药 16 .97 2 .91 形态需修整固，跟踪
002199 东晶电子 19 .08 1 .54 围绕均线波动，观望
002200 绿 大 地 26 .53 0 停牌
002201 九鼎新材 12 .72 2 .66 能量正在积蓄，跟踪
002202 金风科技 22 .3 3 .24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2203 海亮股份 18 .15 6 .26 上攻量能充足，介入
002204 华锐铸钢 24 .72 1 .1 承接盘脆弱，观望
002205 国统股份 31 .25 4 .13 整理形态，暂观望
002206 海 利 得 21 .75 1 .16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2207 准油股份 22 .44 1 .36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2208 合肥城建 10 .98 2 .14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2209 达 意 隆 14 .02 0 .5 放量加速拉升，暂观望
002210 飞马国际 10 .85 0 .28 需时整固形态，暂观望
002211 宏达新材 16 .85 2 .12 回挫低档支撑，暂观望
002212 南洋股份 22 .6 2 .03 回调基本到位，密切关注
002213 特 尔 佳 17 .15 4 .45 震荡上行，高抛低吸
002214 大立科技 40 .8 2 .28 箱体震荡，低吸高抛
002215 诺 普 信 34 .89 1 .42 维持上行态势，关注
002216 三全食品 37 .7 1 .4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2217 联合化工 10 .38 1 .27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2218 拓日新能 24 .58 1 .74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2219 独 一 味 15 .88 1 .93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2220 天宝股份 19 .76 2 .49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2221 东华能源 11 .51 1 .59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2222 福晶科技 18 .4 1 .88 强势回调整理，关注
002223 鱼跃医疗 50 .39 3 .47 冲高回落，择机参与
002224 三 力 士 15 .58 0 .71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225 濮耐股份 10 .47 2 .65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2226 江南化工 25 .68 5 .85 振荡蓄势，择机介入
002227 奥 特 迅 31 .11 2 .03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2228 合兴包装 16 .3 1 .68 拉升途中，跟踪
002229 鸿博股份 18 .55 0 .27 蓄试上攻，择机参入
002230 科大讯飞 79 0 支撑较强，参入
002231 奥维通信 14 .63 1 .6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2232 启明信息 22 .99 0 .39 现价附近需整理，观望
002233 塔牌集团 16 .25 2 .2 上攻行情酝酿中，关注后市
002234 民和股份 22 .37 0 .9 消化抛压，跟踪
002235 安妮股份 14 .33 0 .92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2236 大华股份 83 .88 2 .88 机会不大，减磅为主
002237 恒邦股份 54 .38 1 .84 上升通道中，持股
002238 天威视讯 27 .2 5 .39 弱势不碰，观望为宜
002239 金 飞 达 10 .3 1 .78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2240 威华股份 10 .14 1 .6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2241 歌尔声学 54 .67 -0 .02 回探下档的支撑，可跟踪
002242 九阳股份 15 .07 2 .8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2243 通产丽星 14 .28 1 .64 积蓄上行动力，跟踪
002244 滨江集团 11 .28 1 .35 整理蓄势，暂观望
002245 澳洋顺昌 19 .58 1 .66 震荡上行，持有
002246 北化股份 17 .29 0 停牌
002247 帝龙新材 25 .3 1 .24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002248 华东数控 26 .58 2 .55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002249 大洋电机 30 .53 0 .1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2250 联化科技 41 2 .71 上升形态未变，持股
002251 步 步 高 26 .05 1 .17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002252 上海莱士 34 .64 1 .29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2253 川大智胜 39 .87 2 .2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2254 烟台氨纶 34 .09 3 .3 短线有调整要求，谨慎持有
002255 海陆重工 43 .9 2 .12 考验均线支持，观望
002256 彩虹精化 16 .09 1 .19 换档上攻，面临阻力区
002258 利尔化学 18 .1 -0 .6 强势上涨，关注
002259 升达林业 8 .01 0 .75 走强待时日，观望
002260 伊 立 浦 11 .37 3 .36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2261 拓维信息 39 .79 1 .38 买气欠佳，不碰为妙
002262 恩华药业 23 .7 2 .02 盘势尚末扭转，跟踪
002263 大 东 南 9 .95 5 .29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264 新 华 都 22 .35 1 .13 形态需修整固，跟踪
002265 西仪股份 12 .34 1 .4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002266 浙富股份 47 -1 .03 保持震荡盘升，积极关注
002267 陕天然气 20 .93 2 .95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2268 卫 士 通 26 .67 2 .11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2269 美邦服饰 34 .83 6 .84 盘升之中，暂观望
002270 法因数控 16 .6 1 .59 能量正在积蓄，跟踪
002271 东方雨虹 39 .4 1 .78 均线支撑向上，持有
002272 川润股份 26 .92 2 .55 有上行欲望，跟踪
002273 水晶光电 50 .49 0 .62 巩固均线支撑，择机参入
002274 华昌化工 11 .66 2 .55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2275 桂林三金 24 .94 1 .67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276 万马电缆 15 .24 0 .93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277 友阿股份 23 .8 3 .61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278 神开股份 16 .56 0 .85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279 久其软件 30 .03 2 .84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280 新世纪 23 .46 2 .67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281 光迅科技 45 .89 3 .01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282 博深工具 18 .7 1 .25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283 天润曲轴 32 .5 3 .83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284 亚太股份 24 .3 1 .55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285 世联地产 31 .18 5 .41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286 保龄宝 26 .3 0 .8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287 奇正藏药 24 .87 1 .1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288 超华科技 15 .88 3 .59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289 宇顺电子 34 .52 1 .77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290 禾盛新材 35 .97 2 .77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291 星期六 19 .21 3 .28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292 奥飞动漫 34 .98 1 .27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293 罗莱家纺 72 .88 1 .36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294 信立泰 72 .19 1 .69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295 精艺股份 18 .08 3 .31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296 辉煌科技 68 .83 2 .44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297 博云新材 20 .69 4 .02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298 鑫龙电器 15 .3 3 .73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299 圣农发展 35 .95 5 .7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300 太阳电缆 20 .28 2 .58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301 齐心文具 16 .42 2 .24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302 西部建设 19 .74 1 .86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303 美盈森 41 .92 2 .02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304 洋河股份 224 3 .7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305 南国置业 11 .66 0 .95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306 湘鄂情 28 .7 4 .14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307 北新路桥 19 .51 5 .35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308 威创股份 19 .89 1 .02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309 中利科技 28 .65 1 .81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310 东方园林 137 .99 1 .61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311 海大集团 30 .72 1 .05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312 三泰电子 26 .36 1 .31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313 日海通讯 57 .7 1 .44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314 雅致股份 17 .1 1 .24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315 焦点科技 76 .95 1 .12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316 键桥通讯 19 .53 1 .4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317 众生药业 44 .93 1 .42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318 久立特材 20 .02 1 .62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319 乐通股份 21 .99 1 .81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320 海峡股份 39 .2 3 .21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321 华英农业 25 .3 3 .14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322 理工监测 77 .77 1 .29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323 中联电气 29 .61 1 .09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324 普利特 40 .36 1 .46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325 洪涛股份 39 2 .15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326 永太科技 57 -0 .54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327 富安娜 39 .49 2 .49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328 新朋股份 20 .16 1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329 皇氏乳业 49 .31 2 .3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330 得利斯 17 .58 1 .85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331 皖通科技 29 .15 1 .39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332 仙琚制药 19 .95 0 .2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333 罗普斯金 14 .75 2 .72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334 英威腾 64 .77 1 .54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335 科华恒盛 58 .37 0 .9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336 人人乐 24 .79 2 .57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337 赛象科技 28 .32 0 .85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338 奥普光电 40 .2 2 .6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339 积成电子 38 .03 2 .84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340 格林美 63 .47 1 .71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341 新纶科技 41 .47 1 .34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342 巨力索具 18 .28 0 .44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343 禾欣股份 33 .16 2 .66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344 海宁皮城 54 .88 3 .94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345 潮宏基 34 .78 1 .43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346 柘中建设 18 .87 1 .13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347 泰尔重工 26 .24 -0 .34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348 高乐股份 21 .43 0 .8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349 精华制药 37 .8 0 .93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350 北京科锐 22 .65 2 .03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351 漫步者 30 .43 1 .1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352 鼎泰新材 30 .95 3 .75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353 杰瑞股份 142 .88 1 .41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354 科冕木业 20 .79 2 .16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355 兴民钢圈 16 .49 1 .29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356 浩宁达 32 .58 1 .15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357 富临运业 22 .07 1 .71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358 森源电气 44 .83 2 .68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359 齐星铁塔 21 .01 1 .79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360 同德化工 37 .99 2 .29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361 神剑股份 24 .21 1 .09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362 汉王科技 86 .57 1 .85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363 隆基机械 20 .84 0 .87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364 中恒电气 33 .48 2 .26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365 永安药业 32 .28 0 .69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366 丹甫股份 19 .48 1 .04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367 康力电梯 28 .39 1 .21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368 太极股份 54 .2 2 .9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369 卓翼科技 45 .24 1 .69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370 亚太药业 20 .85 1 .66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371 七星电子 108 .8 3 .27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372 伟星新材 22 .86 3 .21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373 联信永益 27 .34 1 .56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374 丽鹏股份 36 .95 3 .01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375 亚厦股份 91 .98 5 .51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376 新北洋 47 .19 1 .31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377 国创高新 20 2 .15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378 章源钨业 37 .47 4 .96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379 鲁丰股份 38 .47 1 .42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380 科远股份 49 .23 1 .09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381 双箭股份 33 .25 1 .03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382 蓝帆股份 36 .58 2 .24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383 合众思壮 52 .45 2 .08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384 东山精密 74 .69 5 .36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385 大北农 40 .41 2 .3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386 天原集团 15 .95 2 .57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387 黑牛食品 38 .85 1 .36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388 新亚制程 29 .09 1 .86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389 南洋科技 61 .09 -0 .13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390 信邦制药 42 .35 2 .99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391 长青股份 35 .75 2 .79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392 北京利尔 41 .7 1 .76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393 力生制药 50 1 .34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394 联发股份 48 .26 1 .15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395 双象股份 30 .89 1 .31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396 星网锐捷 42 .21 0 .45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397 梦洁家纺 42 2 .54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398 建研集团 32 .35 6 .27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399 海普瑞 139 .13 2 .2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400 省广股份 51 .75 3 .15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401 交技发展 48 .54 2 .45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402 和而泰 42 .09 1 .64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403 爱仕达 16 .66 1 .28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404 嘉欣丝绸 21 1 .84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405 四维图新 54 .46 3 .75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406 远东传动 32 .1 2 .56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407 多氟多 77 .49 4 .01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408 齐翔腾达 40 .37 0 .7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409 雅克科技 41 .42 1 .52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410 广联达 71 2 .23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411 九九久 34 -0 .23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412 汉森制药 50 3 .09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413 常发股份 24 .83 1 .8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414 高德红外 31 .72 3 .49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415 海康威视 94 .3 2 .39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416 爱施德 45 .5 2 .41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417 三元达 23 .18 2 .75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418 康盛股份 22 1 .43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419 天虹商场 47 .7 1 .25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420 毅昌股份 13 .28 0 .99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421 达实智能 36 .12 2 .47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422 科伦药业 157 .52 3 .44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423 中原特钢 9 .35 1 .19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424 贵州百灵 34 .9 2 .26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425 凯撒股份 40 .46 1 .35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2426 胜利精密 14 .9 1 .78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002427 尤夫股份 21 .42 1 .04 杀跌盘继续涌出，回避
002428 云南锗业 72 .57 4 .98 底部仍需探明，观望
002429 兆驰股份 26 .56 2 盘跌之势未改，短线谨慎
002430 杭氧股份 34 .8 0 停牌
002431 棕榈园林 91 2 .89 抵抗下跌形态，观望
002432 九安医疗 32 .88 3 .59 调整途中，保持跟踪
002433 太安堂 32 .97 1 .45 弱势未改，回避风险
002434 万里扬 32 .37 0 .97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002435 长江润发 16 .68 0 .97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2436 兴森科技 67 .11 0 .01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2437 誉衡药业 76 .98 2 .29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本版数据及简评,不作买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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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事发生争吵，男子手指被咬掉一节
民警在事发现场找了一个多小时，才在垃圾堆旁找到断指

生活日报 12 月 31 日讯(见习记者 张爰
杰)十平方米的房子，终日不见阳光，没有暖
气，没有炉子，没有厚被子…… 13 岁的姚家
小学六年级学生高艺菲长期以来和爷爷相依

为命，爷爷平时靠收废品维持祖孙俩的生
计。

高艺菲说，新年来了，自己最大的愿望就
是让爷爷别再这么辛苦，过上好日子。

热力管道“开口”

地下室变“桑拿间”

生活日报 12 月 31 日讯(记者 殷
宝龙)今天上午，省城燕翔路上的源
鑫园小区，一居民楼地下室热力管道
接口处突然爆开，热水喷涌而出，蒸
汽弥漫；随后，十余户居民的地下室
出现积水，深度一度达到了 10 厘米
左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0 时左右，
记者来到源鑫园小区，在 3 号楼 4 单
元门口，一根塑料管从单元门里伸了
出来，在水泵的轰鸣声中，水哗哗地
流进了门前的污水井内。“抽了半个
小时了。”楼上居民黄女士说，早上
8 点左右，她刚要出门，却发现楼道
内蒸汽弥漫。此时，不少邻居也都发
现了这个问题，查找之后发现，地下
室过道上方的一根热力管道接口处爆
开，蒸汽就是从这里冒出来的。

随后，相关工作人员和小区物业
人员闻讯而来，并关闭了此单元的热
力管道阀门。之后蒸汽渐渐消散，但
是此单元的地下室里却出现了积水。

10 时许，地下室的过道内仍能
看得到积水，物业人员在抽水的同
时，也在不停地清理。透过楼外一家
住户的地下室窗户，记者看到堆放着
不少物品的地下室里也有积水。从地
下室过道的水印也可以看出，冒出的
积水深度达到 10 厘米左右。

随后，记者找到了爆开的热力管
道，它就在地下室过道上，外面有银
色的保温层包裹，其一端的接口处出
现“错位”。一名物业人员告诉记
者，这段管道此前曾出现漏水，物业
先是想办法维修，后来干脆换了管
道，可是现在却爆开了。

在单元门上，记者看到了 2010

年 11 月 30 日物业发出的通知，通知
说此单元地下室的暖气管道因多年使
用已有锈蚀、漏水的情况，为了保证
居民供暖，物业向每户收取 34 元的
费用以维修管道。“前几天才换的管
道，今天就爆开了。”一位居民说
道。

一对粗心夫妇

长途车站丢了孩子

生活日报 12 月 31 日讯(见习记
者 王倩)长途汽车马上就到发车时
间了，孩子却不知去向，这可急坏了
孩子的父母，四处寻找未果他们只能
向巡警求助。可夫妻俩并不知道，此
刻自己 4 岁的儿子正在热心市民的看
护下，等待他们过去认领。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3 时许，
从济宁来济南打工的老苏和妻子带着
4 岁的儿子到长途汽车站准备坐车回
济宁。据苏先生称，因为当时离发车
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便在汽车
站旁边的一家餐厅吃饭，并让孩子在
餐厅的游乐园里玩。等苏先生和妻子
打算带孩子离开餐厅去候车室的时
候，却发现孩子不见了。夫妻俩找遍
了餐厅内外，都没看到孩子的身影。
走到交通医院附近，看到有巡逻的警
车经过，夫妻俩上前向巡警求助。

民警仔细询问了苏先生儿子的外
貌特征，然后立刻与指挥中心联系，
没想到指挥中心反馈刚才有一名热心
市民打来电话报警，称在高架桥下
BRT 车站发现一个走失的小孩子，
外貌特征与苏先生的儿子相似。苏先
生夫妇迅速找到热心市民老秦，发现
老秦看护着的小孩正是苏先生的儿
子。据秦先生说，当时他到 BRT 车
站坐公交车时，看到进站口内这个小
男孩在哭，询问了四周的人，也没有
人认领，于是就报了警。

热线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3 点，记者来到位
于香港路中段的高艺菲家。高艺菲和他的爷爷
高成义住在一间租住的房子里，记者来到这里
的时候，高成义正从东边走来，弯着腰，背着
一麻袋酒瓶。“这一袋子酒瓶有 40 个，是我
从四楼背下来的，能赚两块钱呢！” 65 岁的
高成义开心地笑着说，然后把这一袋子酒瓶放
到了他的三轮车上。

记者跟随高成义和高艺菲来到他们的家
里。高艺菲的父亲几年前因病去世， 2010 年
春节前母亲又离开了家，从那以后，都是祖孙
俩相依为命。他们的家约十平方米，门朝北
开，墙上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屋里的温
度跟外面差不多。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床上
摆着三床被子。高成义说，除了那床大红色的

被子是高艺菲的母亲留下的，床上所有的褥
子、被子都是别人给的。睡觉的时候，祖孙俩
一人盖一床薄被子，然后共用那床大红色的稍
厚一些的被子。“放学回家后我先写作业，写
完了赶紧进被窝暖和，那样就不冷了。”高艺
菲说。

屋里杂物凌乱，有好几个锅、几个电风
扇。高成义说，这些东西大部分是收来的，有
人看他可怜，甚至没要钱就送给了他。桌子上
有一个大碗，里面有一点剩菜。高成义说，他
一天收旧货也就赚四五块钱，多的时候能到十
多块钱，勉强够祖孙俩吃饭。这点剩菜是前一
天做的，平时他们为了省钱，做一次菜能吃两
到三天，“反正现在是冬天，菜一时半会儿也
坏不了！”

虽然祖孙俩生活拮据，但是邻里的关心让
他们感觉很温暖。在记者采访期间，就有邻居给
高艺菲送来一些点心，另一邻居则让高成义去
他的店里收些旧纸箱。在了解到高艺菲的特殊
情况后，2010 年 12 月 30 日，历下巡警三中队的
民警给他们送来了油、鸡蛋和衣服等物品，这让
高艺菲和高成义感到很温暖。

“幸亏还有我，可是我这么大年纪了，万一
有个三长两短，孩子没人照顾怎么办？”高成义
叹息地说。他告诉记者，他的身体很硬朗，但是
从 2009 年开始腿疼，一走路就疼得钻心。

在采访中，高成义一直在说，没有过不去的

火焰山，什么都会好起来的。他最大的安慰就是
高艺菲很听话很懂事，从来不向他提过分的要
求。“我没啥大想法，冷就冷点，吃的差点也没关
系，只要孩子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能自立了，
我就什么都放心了。”高成义说。

高艺菲性格比较腼腆，但是说起他的爱好
来马上变得有说有笑。当记者问高艺菲有什么
新年愿望时，他的头低下了。“我想好好练
习，成为一名长跑运动员，给爷爷买辆老爷车
和一套大房子，让爷爷过上好日子。”高成义
听了，呵呵笑着，用手抚摸着孙子的头，眼里
闪烁着泪花。

小艺菲“希望爷爷能过上好日子”

寒冬中，祖孙俩蜗居小屋相依为命

高艺菲和爷爷住的小屋里杂物凌乱。 张爰杰 摄

爷爷收废品供 13 岁的孙子上学
父亲离世，母亲出走，祖孙俩相依为命

生活日报 12 月 31 日讯(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微逆水)在烧烤摊
吃饭时，与人发生争吵，结果一男
子手指被咬断了一节。急需断指再
植时，断指居然不知在哪，民警回
到事发现场，费了一个多小时终于
找到断指。

2010 年 12 月 30 日凌晨 2 ：14 ，
在经一纬九一烧烤摊发生了一起伤
人事件。槐荫巡警二中队民警赶到现
场后，发现一名男子全身是血并且
陷入昏迷状态，一只手上有很多
血。看到这种情况民警赶紧拨打
120 ，随后急救人员将其送至省立
医院救治。

在该男子被送至省立医院急诊
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发现该男子
左手伤势严重，其中一节手指竟然
缺失而且伤口不断向外流血。伤者
情况很严重，急需进行断指再植手
术，可是他自己昏迷，他的家人也
不知道断指所在。如不及时找到手
指，伤者将可能落下伤残，伤者家
属不知所措情绪非常激动，向在场
民警求助。

民警仔细回想了一下赶到现场
时的情景，断定男子的断指很有可
能遗留在经一纬九受伤现场。于是
民警立刻返回现场，虽然天气寒
冷，光线昏暗，但民警始终没有放
弃，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最终
在一垃圾堆旁找到伤者遗留的断
指。

民警迅速赶到医院将男子断指
交给了医生，使断指再植手术顺利
进行。据伤者家属称，伤者于某与
几位朋友凌晨两点在经一纬九吃烧
烤，吃饭的时候与旁边吃饭的一桌
人因小事发生争吵，结果被对方将
手指咬掉。

目前，咬人的男子已经被移交派
出所，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生活日报 12 月 31 日讯(记者 郭学军)今
天下午，根据群众举报，在泉城路南侧一个空地
的渣土堆上，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发现
了一块明代的题名碑碑身。

考古人员告诉记者，不久前，也是在附近的
渣土堆上，他们发现了一块古碑碑首。现在发现
的这块古碑碑身和那块碑首是一个整体。根据他
们的调查，二者都是被人从不远处的施工工地运
来倾倒在这里的。

“他们把古碑和渣土混在一起，然后当作垃
圾倾倒在这里！”一位考古人员气愤地说。记者
在现场看到，这块石碑碑身长约 1 . 5 米，宽约 1

米，整体保存得比较完好。
“这块石碑是明代崇祯七年立的，当时的

撰书者汤道衡曾任山东都指挥使司副使，在历
史上有记载。”现场的考古人员何利介绍说，
仔细研读可以发现，里面还有清康熙四十九年
的官员名字。这说明这块题名碑尽管立于明
代，但到了清代仍然被沿用。

“汤道衡的都指挥使司副使的官衔，大概
相当于现在的省一级军区的副司令职务。”何
利说，这块碑刻的发现，对于研究明清两朝山
东地方官员的变化和沿革具有很高的史料价
值。

明代珍贵石碑 被当垃圾倾倒
该碑对研究明清山东地方官员的演变极具史料价值

生活日报 12 月 31 日讯(记者
李培乐)今天上午，天桥区无影山北
路上发生一起车祸，一辆出租车和
一辆拐弯的渣土车相撞，出租车头
钻进了渣土车车头底下。

事故发生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上午 10 ： 30 左右，据目击者林先
生讲，当时听到“嘭”的一声，跑
过去看的时候，发现出租车的车头
副驾驶位置钻进了渣土车车头底
下，当时司机和女乘客都受了伤。

目前，事故原因交警部门正在
调查处理中。

出租撞上渣土车

司机和乘客受伤

用“小太阳”烤衣服

不料引发火灾

生活日报 12 月 31 日讯(记者
李培乐)12 月 30 日晚省城寒气逼人，
一位住在天桥区的 83 岁老人，竟然
将衣服搭在了“小太阳”上，结果一
会的工夫屋里浓烟滚滚着起了火。

2010 年 12 月 30 日 18:00 左右，
天桥区一小区一住户家中突发大
火。济南消防三中队消防员闻讯后
立刻赶到现场，经过十几分钟把火
扑灭。当时一位老人站在院内，满脸
灰尘，很沮丧，他正是房主。

经了解，老人姓李，83 岁，有一
个儿子，但不住在一起。邻居们说：

“他儿子和孙子都很孝顺，虽然不住
在一起，但经常过来照看老人。”

说起事故原因，老人说因为天
冷，他自己打开了“小太阳”来烘烤衣
物，后来直接将衣服搭在“小太阳”上
就去做饭了。等再次回到屋里，发现
全是烟，于是赶紧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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