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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下大雨” 卧室成“水帘洞”
本报讯 （记者 张敏）“卧室就像下

雨一样，我们一家人一晚上都没睡觉。 ”
12 月 26 日，家住西宁开元路 1 号法苑小
区的徐女士说， 屋顶漏水已经严重影响
到家里的正常生活。

徐女士说，前一天晚上，她爱人下班
回到家，听见卧室里有下雨的声音，进去
一看卧室天花板已经湿透， 床上的被褥
也湿透了。 回到家后，她和爱人拿出家里
的锅碗瓢盆接水， 由于渗下来的水比较

多， 一家人只能守在漏水卧室里不断接
水、倒水。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前年开始，
天花板‘下大雨’的情况发生多次，厨房、
厕所、卧室都被泡过。”徐女士说去年有一
次漏水后，她花了两千多元重新粉刷了一
遍。 有一次，水顺着墙体流进了衣柜，衣柜
里的羊绒大衣和几件羊毛衫都已经长上
了绿毛，一气之下，徐女士全部扔掉了。

漏水这么多次，难道徐女士就没有找

过楼上的房主吗？ 提到这个，徐女士显得
有些无奈。 原来，楼上的房子早已被租了
出去，每次漏水，楼上的租户都以“房子不
是我的，这个我不管”为由推托，给房主打
电话对方根本不接，发短信也不回复。

前一天晚上， 徐女士又给房主打电
话，对方说年底很忙没时间，甚至觉得徐
女士小题大做。 无奈， 徐女士向物业求
助。 目前，小区物业正在协调双方协商处
理事宜。

制假骗子设局
“买假”女士被骗

本报讯 （记者 姚兰） 明知办假证不
对，可有些人还要冒这个险。 近日，李女士
为了办一个假毕业证， 按照街头张贴的小
广告打过几个电话， 对方都是让她先汇钱
然后再办证， 她觉得对方像是骗子就没再
联系。 后来她又联系了一个办假证的“刘
主管”，对方详细询问她办什么证，并告知
她如何交易，这回李女士觉得对方很“专
业”，双方初步达成意向。

“我们谈好的价格是 200 元，由我先提
供一份真件给他作为样本， 办好之后再交
钱。 ”李女士说，首次通话后，“刘主管”又
主动与她联系了几次， 李女士觉得对方很
有诚意。 “刘主管”让李女士耐心等待，说
随后派业务员和她联系。

隔了两三天， 有个自称姓田的男业务
员给李女士打来电话， 让她带着真的证件
到指定的地点详谈。到了指定的地方，李女
士并没有见到“业务员”，就在她想离开的
时候， 接到对方打来的电话，“业务员”说
风声很紧，让李女士到另外一个地方等他。

李女士赶到新的地方，几分钟后，一名
穿黑色棉衣的男子主动走近她。 确认了双
方的身份，“业务员”要走了李女士的照片
和她提供的真件， 并让李女士支付 100 元
押金。

李女士担心真件交给对方出意外，就提
出到“业务员”的公司让对方扫描后她再拿
走。 “业务员”听她这么说显得很不耐烦，说
既然不放心就不要办证了。 李女士见对方态
度坚决，只好将真件作为样本给了对方。

三天后，李女士接到“业务员”让她取
证的电话，只是对方说，让她再带 2000 元
钱，否则的话就不给她真件。李女士听完后
傻眼了， 她说没想到原想花小钱办个假证
方便办事，现在却骑虎难下了。“他们就是
掌握了办证人不敢报案的心理才这么肆无
忌惮的，真件是我借别人的，拿不回去没法
交待了。 ”

为了息事宁人， 李女士带着对方要求
的 2000 元钱，放到街的一个垃圾箱的盖子
上，后按要求离开。时间不长，“业务员”让
她到另一个垃圾箱的盖子上取证， 李女士
打开一看，里面压根儿就没有假证，好在真
件完好无损，她立马拨打“业务员”的电
话，语音提示对方关机。 再之后，这个电话
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钻石婚”老人的幸福生活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这是前

些年一首流行歌曲中的经典歌词，唱出了
许多人的爱情、婚姻生活状态，引起了不
少人的共鸣。而在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东路
24 号院里， 这句歌词对王兆民和张春梅
夫妇来说却不合适。 时至今日，他们结婚
已整整 60 年了。记者采访时，儿女们正商
量着如何庆祝这对“老宝贝”的六十周年
结婚纪念日。

相濡以沫六十载
一走进王兆民家， 客厅墙壁上挂

着的《宽心谣》《莫生气》和《治家格
言》非常显眼。 82 岁的王老笑着说，他
经常研究这些很有道理的名言警句 ，
这些名言警句里的话都是他人生的座
右铭。 平时， 王兆民夫妇不但心胸宽
广，心情愉悦，还彼此欣赏。 80 岁的张
春梅认为， 丈夫王兆民最大的优点就
是工作勤勤恳恳、 刻苦钻研， 性格开
朗，对人热情、和善，乐于奉献。王兆民
认为，自己工作了 35 年，退休之前，家
里的事全由妻子操持 ，5 个孩子都是
妻子张春梅教出来的。

两人的儿女说， 老两口平时很少发
生口角， 当被问及婚姻幸福美满的秘诀
时，80 岁的张春梅有些腼腆地说：“说实
话，我想可能就是彼此多一点理解、多一
点尊重吧！ ”

家庭和睦是最大的幸福
王兆民乐呵呵地说:“孩子们虽然都

有自己的家庭， 但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来
看我们。 ”家里四世同堂，总是热热闹闹
的，这让两位老人十分欣慰。

在这个大家庭里， 最让两位老人骄
傲的就是家庭和睦。尤其是孩子们，彼此
之间很团结， 其他四个兄妹都很听大姐
王爱琴的话，家里有什么事，也是大家坐
在一起共同商量解决。 王兆民老人告诉

记者，一旦小辈之间出现矛盾，都会向两
位老人诉说， 两位老人总是耐心听完子
女的倾诉，然后以自己为例子开导他们，

帮助他们化解矛盾。 在两位老人的努力
下， 这个大家庭一直和睦， 多次被评为
“城北区五好家庭”。

本报记者 马小玮 / 文 保嵘 / 图

“唱响品质绿地，舞动健康西宁”
“绿地公馆杯”西宁首届冬季全民广场舞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绿地集团独家冠名 2015 年西宁新年
音乐会的优美旋律仿佛还停留耳畔， 欢快
动人的广场舞决赛再次绽放西宁人火热的
情怀！经过城中区、城北区、城西区、城东区
四场精彩的海选比赛，“绿地公馆杯”西宁
首届冬季全民广场舞大赛在 12 月 26 日的
百姓大舞台中心广场迎来了激动人心的复
赛和决赛！

绿地集团作为中国首家房地产世界
500 强企业，秉承“让生活更美好”的企业
宗旨，自 2014 年进入西宁，无论是在房地
产行业还是在对社会的感恩关怀上， 始终
散发着光和热。旗下【绿地公馆】90-300㎡
纯粹法式住区， 从电梯花园洋房到高层产
品，无不受到西宁市民的大力肯定与支持。
本届由中国首家房地产世界 500 强绿地集
团携手西宁市群众文化艺术馆、 西宁市民
间文化协会， 四区文化馆、 西宁搅沫沫社
区、 西房网和西宁百姓大舞台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举办的“绿地公馆杯”西宁首届冬
季全民广场舞大赛，报名一经启动，立即得
到西宁各城区、社区、艺术团和学校广场舞
代表队的大力响应和火热支持。 在一个月
的初赛海选中， 每支参赛队伍都拿出了看
家本领， 与各路英雄一决高下， 欢快的音

乐、靓丽的服饰、精心的编排、饱满的激情，
感染着每位评委和所有观看比赛的人。

“唱响品质绿地， 舞动健康西宁”，从
海选中脱颖而出的 13 支参赛队伍在当天
的决赛环节一展各自优美的舞姿， 整个广
场弥漫着缤纷多彩的视觉听觉双重享受，
舞者们专业的舞姿赢得现场评委与观众的
高度认可， 广场上不断响起阵阵掌声与喝
彩声，人们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和手机，记
录下广场舞大赛决赛的精彩时刻！ 绿地集
团也在比赛现场为西宁市民准备了岁末惊
喜钜惠，现场登记购房款立即减免 1 万元！

经 过 紧 张
激烈的比拼，最
终得出本次大
赛 的 前 三 甲 ，
“绿地公馆杯”
西宁首届冬季
全民广场舞大
赛决赛到此圆
满结束。 从 13
支舞蹈队的选
手们身上看到
了活力和激情，
看到了西宁人

民热爱生活、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们舞
出了夏都热土的自豪， 也舞出了西宁人的
精气神。比赛虽然落下帷幕，但火热的氛围
却深入西宁人民的心中， 通过这次广场舞
比赛， 人们不仅充分认识到世界 500 强绿
地集团的雄厚实力与国企风采， 更在切磋
中强身健体的同时， 不断提升自己的舞蹈
水平，结识广场舞爱好者新朋友，这才是此
次大赛对于提升市民文化生活最大的意义
与收获。

本次大会颁奖仪式暨优秀舞蹈队伍展
演即将在 12 月 28 日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

隆重举行， 绿地陪你一同跨越 2014 的辉
煌，展望 2015 的希望！

由中国首家专注房地产行业的世界
500 强企业绿地集团打造的 90-300㎡ 【绿
地公馆】纯粹法式住区，集纳世界 500 强筑
地法则，萃炼西宁首席法式洋房住区，雄踞
海湖之国际化站位，奢享城市鼎级生活圈，
约 180㎡超高赠送电梯花园洋房 、 极致宽
奢高层应市加推中。 欧陆风情园林醇美绽
放，精装样板间彰显法式典雅风范。项目位
处海湖核心，湟水森林公园一路之隔，距西
宁名校湟川中学仅百米，无忧生活，绿地打
造 ，以至诚善筑之心 ，敬献城市华美人居 ，
恭迎亲临品鉴！ VIP.�0971-7719999

53年前，第一张照片。

→ 王 大 爷
平 时 爱 好 练 习
书法 ，张大妈在
一旁端茶递水。

在 老
两 口 钻 石
婚 到 来 之
际 ，一家人
合影留念。

↓其乐融融吃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