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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刮倒行道树，砸坏路边车
绿化管理处：
愿承担 70%责任，不同意可走法律程序

洛阳大爷肩遛鹦鹉

会握手、说“你好”，这只鹦鹉萌不萌
□记者 樊雪婧 文 张琮 摄影
本报讯 遛狗、遛鸟都很常见，可是，肩遛一只近半米
长的彩色鹦鹉，您见过吗？这两天，在洛阳市洛龙区聂泰
路附近遛弯的市民，经常能碰到这个来自澳洲的“大明
星”，它不仅长得惊艳，还会握手、说“你好”，说话的调调也
萌翻了众路人。

6 日晚上吹倒的树昨天还压在车上
□记者 董楠 文 王亚鸽 摄影
本报讯 昨日，老城区的于先
生向记者反映，6 日晚他将车停放
在金业路边，晚上突然的强对流天
气将一棵直径近 30 厘米粗的树吹
倒，刚好砸在于先生的车上。
“我就
要求相关管理部门将车修好就行，
然而事情过去 5 天了，洛阳市绿化
工程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一
直不同意我的要求。”
于先生说。
“一棵直径 30 厘米粗的大树，
根茎及掩埋深度只有 40 多厘米
深，遇见大风树肯定被刮倒。”于先
生补充道，由于事情到现在还没有
得到解决，现场一直没有被处理。
上午 11 时左右，记者赶到于
先生所说的事发地点，看到于先生
的车停放在路边，一棵直径近 30
厘米粗的树压在车辆右前车顶处，
车辆挡风玻璃及全景天窗已经被
砸碎，
车辆车轮也被压扁。

“6 日晚 8 点多突然下起了冰
雹，冰雹停止后，我赶紧去看了看
砸坏没。”于先生介绍说，当时看到
一棵树砸在车上，当时前挡风玻璃
并没事，只是车辆的全景天窗四周
出现裂痕。于先生当即拨打了
110，民警赶到后，管理处工作人
员也赶到。
“ 由于事故是自然因素
造成的，且树归管理处所有，民警
便让我们协商解决，但管理处工作
人员只是要把树拉走，并没有协商
赔偿的事，我也没有同意。”于先生
说。当晚没有协商好他就离开了，
次日早上 6 时左右再去现场时，遮
挡机动车道的树枝已经被砍掉，但
车辆的受损程度更严重了，
“ 前挡
风玻璃被砸碎，全景天窗的玻璃也
被压得裂开 3 厘米长。”
“由于车辆保险刚过期，在续
保期间，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我并

没有其他要求，只要求管理处将车
辆维修好。”于先生说，事情过去 5
天了，
对方一直未答应他的要求。
针对此事，记者联系了管理
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6 日
当晚，车辆确实被树砸坏，我们一
直在积极协商解决此事，最终答应
愿意承担修车费用的 70%，但对
方一直不同意。”
“该树属于我们管辖范围，种
植时间也有好几年，日常维护也都
在进行，于先生所说树根太浅并不
合理，但当晚树木被吹倒主因属于
自然灾害，而车主在停放车辆时也
应该考虑到会出现的意外情况，在
一定程度上也应该有责任，我们也
不会承担全部责任。”上述工作人
员说，如果赔偿不成，对方可以选
择走法律途径解决，到时候赔偿标
准将按照法院判决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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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愿出 500 元
“买”一朵
“希望之花”
□记者 段伟朵

本报讯 4 月 25 日、5 月 9 日，
本 报 AII05 版 、AII07 版 分 别 以
《12 岁女孩罹患白血病，顽强抗病
魔》、
《美丽的“希望之花”，请您买
一朵》为题，报道伊川县平等乡西
村的 12 岁女孩小雨（化名）罹患急
性髓细胞白血病的情况，小姑娘病
中折纸，折出一朵朵充满希望的
“花”。但由于家庭贫寒，长期治疗
花光了所有积蓄，下一步治疗面临
困境。
报道发出后，受到了不少热心

读者和爱心人士的关注。其中包
括来自涧西区的王先生，王先生已
经 70 多岁，看到女孩的遭遇后，很
是同情，希望为她捐助 500 元。
“我
们年纪都大了，有一些积蓄，希望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帮助一些需
要帮助的人。”
此外，
“中国好长辈”席怀恩老
人也与记者取得了联系，家住伊川
的他表示，与小雨邻村，看到姑娘
的遭遇后，就好像自己的朋友遇到
了困难，就发自内心地想为她做点

什么。
“我看小姑娘手这么巧，在病
中依然自强不息，
很受感动。”
席怀恩与河南科技大学志愿
者们表示，他们初步计划在本周
末为小雨举办一次义卖活动，届
时本报将继续跟踪报道。白血病
女孩用一双巧手折出的一朵朵美
丽的“希望花”，您愿意帮帮这个
懂事的女孩吗？可以拨打本报热
线 电 话（18837996211），与 我 们
取得联系。

握手、
说“你好”，
鹦鹉乐乐萌翻路人
昨日下午，记者在聂泰
路上见到李大爷时，心爱的
鹦鹉“乐乐”正在李大爷的
肩膀上嗑着瓜子吹着风。
嗑完了瓜子的乐乐心情大
好，在李大爷的肩膀上跳来
跳去，还不时地用嘴巴叼叼
主人的衣领，一副卖萌样吸
引了不少路人的围观。
在一位路人的要求下，
李大爷让“乐乐”给大家表
演一下，随着“握手”
“ 换一
只手”的口令，乐乐乖乖地
抬起左脚、右脚轻轻地放在
大爷的手里，一边握手，嘴
里还嘟囔着“你好”，认真的

样子惹得众路人笑了起
来。刚表演完，乐乐突然从
肩膀上飞下来，落在李大爷
手里的一根棍子上。
“ 它这
是要拉便便呢，在我身上不
会拉，一定会自己飞下来，
拉完了才会再飞回肩膀
上。”李大爷指着乐乐告诉
记者，鸟也通人性，它知道
不能拉在主人的身上呢。
“经常带它出门遛弯
儿，要是赶上周末，出来逛
一 圈 ，大 家 都 抢 着 跟 它 合
影 ，跟 个 大 明 星 一 样 。”李
大爷摸摸乐乐的头，宠溺地
说着。

1 个月大的鹦鹉就学会了喊
“饿”
据李大爷介绍，乐乐是
小，可是个十足的吃货，从
一只金刚蓝鹦鹉，今天刚刚
小喝奶粉、吃蛋黄，一个多
四个半月大，是朋友从澳洲
月 的 时 候 ，就 学 会 了 说
带回来送给他的，而他跟鹦 “饿”。尤其是早晨，乐乐就
鹉的缘分也要追溯到两年
大喊“饿”，催促着李大爷给
前，他曾朋友处带回一只鹦
它喂食，吃饱喝足以后，就
鹉，精心养了一年多，但一
跟着李大爷出门遛弯。
“你
直没能教会它说话，无奈之
不给它弄吃的，它就一直喊
下，李大爷又将鹦鹉还给了
啊喊的，也不知道到底有多
朋友。
饿。”李大爷说，现在乐乐快
想养只会说话的鹦鹉” 满半岁了，也到了学说话的
的念头在李大爷心里扎了
黄金年龄，他准备教乐乐唱
根，随后他托朋友带回来了
唱歌、念念诗，让它多学点
乐乐。李大爷说，乐乐虽然
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