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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老人被饿两天爬出家求援
她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却没人去送饭

□记者 郑希平 李萌博

生活日报10月23日讯 人们
都说，多子多孙是福，然而对于章
丘普集镇92岁的王奶奶而言，却
未必如此。王奶奶有五个儿子三
个女儿，孙辈共有19人。10月22
日，生活不能自理的王奶奶因为
儿女不去送饭，饿了两天，被逼无
奈，连走带爬了一下午，到村委讨
说法。而事情的起因是子女在赡
养老人的问题上互相攀，互不退
让。

23日上午，记者赶到了章丘
普集镇普西村的王奶奶家里。一
见到记者，老人的眼里就闪起了
泪花，口里念叨着：“我5个儿，3个
闺女”，“两天都没人给我送饭
吃”，“昨天我饿得不行，爬了一下
午爬到村委去的”。

老人虽然已经92岁，但精神
挺好，她一个人住在老屋里，老伴
儿已经去世了多年。老人的脸上
有块淤青，邻居们说，老人的身体
一直不错，但这两年腿脚不灵便，
儿女们轮流来送饭，但因为一个
人住，经常摔着。

据邻居们介绍，22日中午，
老 人 突 然 连 走 带 爬 地 出 了 家
门，嘴里边念叨着“已经两天没
吃饭了”，“都不给我来送饭”，
她要去村委讨说法。老人的家
距离村委有1000多米，后来老
人是一步一步用手往前挪。而
老人的儿子其实都在村里，住
得都不远。

村委工作人员说，22日下午5
点多老人来到村委反映情况，他
们一边给老人弄来食物，听老人
倾诉，一边派人去喊老人的儿子
来领老人回去。“我们去敲老人几
个儿子家的门，开始时敲了半天，
都没人管。”村委工作人员说，直
到晚上9点，才来了老人的三个儿
子，然后他们让老人的孙媳开车
把老人送回了家。

采访中，老人的小女儿和二
儿子均承认：老人确实两天没人
去送饭了。而具体原因是，这一周
本应轮到二儿子和二女儿共同照
顾老人，但二儿子嫌二女儿长期
不来照管老人，所以这两天二儿
子也不去送饭，结果让老人掉到
空里，没人管了。

“老太太年轻时很不容易，拉
扯这么多孩子长大。”村里邻居介
绍，老人的孙辈得有19人，多数都
是老人看大的，“以前还可以，这
两年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了，矛盾
才多起来的。”

“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老人
饿两天啊！”济南市老龄办和章丘
市老龄办有关人士均表示，“儿女
们这种不负责的行为太过分了。”

男子无证驾车被拘15天

醉驾男心存侥幸过桥被查

司机伪造环检标志露馅

小货追尾大货司机困驾驶室

□记者 郑希平

生活日报10月23日讯 23日
早晨5点左右，在山东现代职业学
院附近，一辆小货车与斯太尔发
生碰撞，小货车驾驶室严重变形，
驾驶员被困。

23日早晨5点左右，在经十路
与大正路路口东山东现代职业学
院附近，一辆小货车与斯太尔发
生碰撞。据目击者陈先生介绍，当

时一辆小货车自西向东行驶，与
一辆右拐的斯太尔货车发生了追
尾，小货车轮胎被撞坏，驾驶室严
重变形，油箱泄漏。

驾驶员被困，挤压严重，消防
随后赶到现场展开了救援。经过
两个小时的救援，伤者被送往济
南钢铁总医院进行救治。

据了解，受伤男子姓陈，今年
31岁，胸椎骨折，脸部头部多处受
伤，但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10月23日讯 22日
下午，一名司机驾车到检测站年
审时，被民警发现环检标志作假。
不料，这名司机扔下行驶证和假
标志，驾车逃离。

10月22日下午，车主彭某驾驶
车牌号为鲁A5Q5××的小型普通
客车，来到工业北路正元机动车检
测中心进行机动车年审。历城车管
所民警马岱路和工作人员在审验
资料时发现了问题。驾驶人将环保
检验标志、机动车行驶证交给民警

后神色有些慌张，细心的民警察觉
后，便多加留意了一下手中的环检
标志和行驶证，随即环检标志便露
出了马脚。

眼见民警反复查看环检标
志，彭某意识到造假可能已经被
发现，便完全不顾在民警手中的
行驶证和环保检验标志，赶紧驾
车逃逸。

后经民警进一步证实，彭某提
交的环保检验标志虽然仿真度很
高，但确系伪造。目前，车管所已将
问题移交给环保部门和辖区派出
所，相关部门正在对此展开调查。

□记者 秦聪聪

生活日报10月23日讯 “驾驶
证还没考出来呢。”22日晚8点多，
天桥交警大队民警在标山路北头
铁路桥下设卡查酒驾时，这样一位
大胆的“驾驶员”被抓了现行。

22日晚上8点多，天桥交警大
队民警在标山路北头铁路桥下设
卡查酒驾，过往的驾驶员都非常配
合。然而，一辆银色两厢轿车见交
警设卡，竟然试图冲关。等交警把
这辆车拦下，要求司机出示驾驶证
时，驾车男子磨磨蹭蹭地翻起包

来。他拿出一本驾驶证，但细心的
民警很快发现，他并不是驾驶证的
主人。在民警的再三追问下，男子
辩解说，“我没带驾驶证。”

然而，当民警进一步询问时，
男子终于说了实话，“证还没考出
来呢。”

该男子表示，虽然还没有考出
驾驶证，但是他会开车，而且这次
驾车的距离不远，所以一时逞强就
开起了车。

民警告诉记者，他们会将车辆
暂时扣留，而男子将面临罚款1000
元、拘留15天的处罚。

□记者 殷宝龙
通讯员 张志扬

生活日报10月23日讯 22日
下午，一辆灰色轿车沿建邦黄河
大桥摇摇晃晃驶来，司机的酒精
呼气检测值高达236mg/100ml。他
心存侥幸心理，以为喝了酒，过了
大桥回家没事，结果被查获。

10月22日15时30分许，天桥
交警大队民警张磊、高忠军在建
邦黄河大桥开展酒驾行动整治
时，发现一辆鲁A牌照的灰色轿
车由南向北摇摇晃晃驶来，且车
体有刮擦痕迹。民警遂上前盘查，
司机一摇下车窗，民警就闻到一

股刺鼻的酒味。经过呼气测试，驾
驶员的检测结果达到 2 3 6 m g /
100ml，远超80mg/100ml的醉驾
标准。

原来，驾驶员丁某当天中午
在西客站附近喝了不少酒，但是
他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家住
齐河，过了建邦黄河大桥抓紧回
老家就没事了，没想到还是被交
警查住了。

民警介绍，如果丁某抽血结
果达到醉驾标准，他最终将面临
法院的审判，结果很可能就是：吊
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判处1至6个月不
等的拘役以及罚金。

二儿子：

二妹长期不来 没人和我轮班
□记者 郑希平 李萌博

23日下午两点，在与王奶奶一
墙之隔的前排房子，记者见到了王
奶奶的二儿子王生(化名)。王生今
年已经70岁，有20多年的糖尿病史，
身体看上去还算硬朗。

提起照顾母亲的事情，他也是
一肚子的委屈，“我和老母亲前后房
住，这些年照顾老人的问题上，我做
得够多了。”相比于其他兄弟姐妹，
王生觉得自己付出的最多，受到的
委屈也不少。

“35天我要照顾14天。”王生告诉
记者，兄弟姐妹们轮一圈下来，他和
二妹一个班，因为二妹长期不来照顾
老人，这个班都是他一个人在值，加
上大姐乳腺癌身体不好，他也帮大姐

值了她的那个班，这些都导致了他照
顾老人的时间比其他兄弟姐妹要多。

“老母亲身体不能自理后，她要
求我们陪护在身边，我70岁的年纪
了，又有糖尿病，我老伴身体也不好，
没人和我轮换，我身体吃不消。”除了
身体之外的因素，对于二妹长期不来
照顾老人的做法，王生也感觉到不公
平，“女儿也有赡养母亲的义务，我已
经帮她值了一年零八个月。”

正是因为王生与二妹的互相攀，
导致了值班时候无人来送饭，老人一
直饿了两天。

23日早晨，普西村村委也来找
王生谈了赡养老人的事情。王生表
示，只要村委或者兄弟姐妹有了安
排，他会全程照做，但前提是二妹也
必须做到。

小女儿：

孙子孙女极少有去看望奶奶的
□记者 郑希平 李萌博

王奶奶的小女儿被邻居们认为
是比较孝顺的，当她提起兄弟姐妹之
间赡养母亲的事情时，语气中充满了
无奈。

小女儿说，她今年61岁，排行老
六。他们八个兄弟姐妹里，年龄最大
的今年76岁，最小的今年也已50岁了。

“二姐这两年身体不好，而且住得也
远，让她来照顾母亲确实有难度。当
然，二哥年纪更大，也不容易。”

“以前母亲生活能自理时，主要
是由五个兄弟轮流照顾母亲。问题
是出在这两年，母亲腿脚不灵便，生
活不能自理了，于是我们8个人分成
了四组轮流照顾母亲。”小女儿说，
前段时间母亲摔伤了，别人都顾不
上，是她接母亲回自己家照顾，直到

母亲伤好了，才送回去。
“这两年，母亲的确感觉很孤

独，特别是晚上，很想有儿女去陪陪
她。”小女儿说，自己有两个兄弟去
陪着母亲住了几个晚上，最后又都
不去了，母亲当然也愿意被儿子接
到家里去住，但这个愿望更难实现。

“我们兄弟的工作和家庭条件
说起来都还不错，孙子孙女基本都
是母亲看大的，现在大多都已成人，
工作也挺好，但孙子孙女能经常去
看望一下自己奶奶的也不多。”小女
儿说。

“我也曾想接母亲到我家常住，
但丈夫觉着短时间小住可以，时间
长了也不是办法。”小女儿说，她想
把老人送进养老院，但兄弟们觉得
丢人；给老人请保姆，又凑不齐钱；
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赡养好母亲。

老龄办：

无论如何都不该让老人饿两天
□记者 郑希平 李萌博

“儿女们的这种不负责的行为实
在太过分了。”23日下午，济南市老龄
办和章丘市老龄办的工作人员了解到
王奶奶的遭遇之后均表示，无论如何，
儿女们都不应该让老人饿上两天。

章丘市老龄办苏主任说，按照
农村的传统观念，儿子养老的责任
更大一些。比如，即使女儿不常回家

照顾老人，当儿子的也应该主动承
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不能因为跟
姐妹攀，就不给母亲送饭了。当然，
女儿也应该主动对老人尽更多的赡
养义务。

济南市老龄办工作人员表示，
老人所在的村委应该主动进行调
解，如果调解不成，老人可以申请公
益法律援助，通过打官司来确认儿
女们的赡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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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救援现场。 李先生供图

老人向记者讲述自己的遭遇。 记者 郑希平 摄

2013 . 10 . 24 星期四
编辑/窦硕峰 美编/晓莉 组版/侯波


	A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