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夜海中救人
自己一身伤

焦子麒的故事发生在8月4日晚上10
点多。焦子麒和同事们忙完一天的工作后，
到滨海广场散步。“眼见着前面有一名女子
跳下海，紧接着她另外两个男同伴跳下去要
救她。”焦子麒说。

赶到海边，焦子麒发现，两个男子不是
很“会水”。在海边长大的焦子麒游泳基础
不错，他赶紧脱下鞋子和上衣，纵身一跃跳
入海中。“海水很深，踩不到底。”焦子麒判断
两位男子体力还可以，所以赶紧抓住了溺水
女子。“她的嘴唇已经发白，意识有些模糊，
紧紧抓住我，不断挣扎。”

此时，岸上的同事和周边市民也在紧急
想办法，大家第一时间拨打了120、110电
话。同事张乐林连忙跑到入住的金海湾酒
店，到前台借绳子，酒店员工也赶紧参与到
救人队伍中，从库房中找到了绳子，一起跑
到了广场上。

跳水的两个男子已经有些体力不支，本
身也很危险。“我还可以坚持，先救他们……”
焦子麒说。所以，大家先递下绳子把这两个
男子用绳子拉了上来。

当最后将绳子扔给焦子麒的时候，他
已经非常疲惫。“堤岸较高，堤壁是凹进去
的，找不到任何可以抓的地方，这位女子还
在挣扎，我只能用脚踩着一块岩石，使劲稳
住她。”他说。旁边有热心市民扔下了游泳
圈，但是溺水女子一直抓着绳子，费了很大
劲才给她套上游泳圈，在海浪的冲击下，焦
子麒不断摇摆，后背不停地撞在堤壁上。

焦子麒托着溺水者，同事们在上面使劲
拉，终于将女子拉上岸。焦子麒已经体力不
支，抓住梯子歇了一会，才被同事们拉了上
来。此时，他已经在海中托举半小时。

“上来之后，他问了一句，得知溺水者无
大碍且已经进医院之后，他躺在地上完全动
不了了。”焦子麒的同事戴衍朋说。

歇了很长时间，焦子麒才感觉到浑身疼
痛，这才看到自己脚上、腿上、后背上都被严重

划伤，赶到了旁边的烟台山医院，简单将伤口
进行了消毒，回到酒店已经是半夜12点多。

焦子麒是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职工，此
行与同事们一起来到烟台调研。“作为卫健
系统的一员，救死扶伤的信念一直牢记在
心。”他说，“令我感动的是，烟台这座好人之
城，到处都是热心市民。在救人的时候，附
近的市民都来帮忙，回到酒店之后，工作人
员送来了创可贴，还特意下了面、冲了蜂蜜
水送到房间……”

由于救人，大家原定于8月5日一早的动
车不得不改签。焦子麒的同事戴衍朋，张乐
林，杨宗统三人打车到火车站改签，车上说起
这个事情，司机到站后坚持免单，“代表烟台
人，向英雄致敬！”司机对他们竖起大拇指。

按住疯狂流浪汉
勇救老人自己被打

“是你的勇敢，避免了一场更惨烈的血
腥，这声‘谢谢’太晚了……”昨天下午，同样
感人的一幕，在福山区交通运输局会议室上

演着。在坚持不懈寻找四个月之后，三位老
人张元福、赵玉梅和林邵娟终于可以向恩人
道一声“谢谢”。恩人林岩松今年38岁，是
福山区一位从业18年的出租车司机。

事情发生在4月3日下午2点左右，林
岩松在开发区北京中路富士康公交站点附
近停车待客，躺在公交站亭候车座椅上的一
名流浪汉引起了他的注意。“每当有人从公
交站亭座椅旁经过时，这名流浪汉总会站
起来挥舞着拳头追赶。”他说。先前两个小
伙子路过，因为跑得快没有被追上，就在林
岩松打算再观察一下时，一位不知情的老
年妇女从座椅旁经过，被流浪汉追上，朝后
脑勺狠狠地打了一拳，然后又朝她的面部
出拳挥打。林岩松当机立断，下车朝他们
跑去，并大声喝止流浪汉，被震慑住的流浪
汉暂时停止攻击，被打得眉骨骨折的老人
这才得以逃脱。流浪汉回过神来，从绿化
带里捡起两块水泥砖，又开始追打林岩
松，追打不到便又重新躺回座椅。流浪汉
的反常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有路人
开始打电话报警，林岩松便主动引导过往
行人绕开流浪汉，以免再次发生伤人事件。

就在这时，两位不知情的老头和老太
太从另一个方向走到公交站亭候车座椅附
近，流浪汉拿起水泥砖开始殴打老头，接着
跟两位老人缠打在一起。林岩松听见动
静，回头看见流浪汉高举水泥砖正要往老
头的头部拍，来不及多想，一个箭步冲上前
去，想要挡住他往下使劲的胳膊。水泥砖
没有拍到老人，却正落在了林岩松头上，顿
时血流如注。林岩松顾不上查看伤势，立
即顺势把流浪汉胳膊反剪在背后，压住双
腿，使其动弹不得。

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等到附近派出
所的民警赶来，林岩松已经单人徒手把流浪
汉制服。因头部伤口很深，林岩松被缝了6
针，头皮上留了一道长疤，还因受伤，出租车
停运了一个周。

事后，几位老人开始寻找恩人，由于疫
情期间不便外出，经过多方打听，查找监控，
最终通过福山区交通运输局找到了林岩松。

从晚春到盛夏，两个暖心故事，在这座
城市上演着。从日落到日升，更多烟台好
人，凝聚成一座城市的文明。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摄影报道

三人深夜落水，他水下托举半小时，浑身被划伤；流浪汉举起的水泥砖下，他救出三位
老人，自己头破血流——

救人！这是他们做出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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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红旗路-机场路立交桥政府重点
工程建设，烟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将于
8 月 6 日 20:00-8 月 7 日 10:00 进行
DN400供水管道移管改造工程，影响红
旗路两侧（东至璜山隧道，西至电厂东
路）和青年南路两侧（南至香槟小镇
〔含〕，北至上林苑〔含〕）等区域供水，请
用户提前做好蓄水准备。

恢复供水后局部水质可能出现短
暂波动，敬请谅解。

客服热线：6655000

烟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停水公告
烟台港西港区#6、#7泊位增加原油装船功能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

求，公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一、获取方式
1、 https://www.yantaiport.com.

cn/zxgg/45316.jhtml
2、纸质报告书：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二、征求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 http://www.mee.gov.

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四、提出意见方式途径
传真：0535-6742158
电子邮件：ytgjdzx@163.com
五、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公 告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
800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
票、发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
代码证、渔船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
件400元 ■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
证明、下岗证(个)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
失业证(个)20元

●本人张向阳于2016年8月13日购买
的天安·山水龙城A地块D-2#商住楼1单元
第18层1803号房，因本人保管不善，将此套
房屋房款收据遗失，房款收据号01164549，
收据代码3700141650，金额552167元。特
此声明此收据作废，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纠

纷与烟台天安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梁晶将容大东海岸天睦物业开具装修

押金单遗失，押金单号：2354619，金额：
2000元，现登报声明作废。

●纪晓东（370687198203121830）购买
的烟台海风置业有限公司（现碧桂园置业有限
公司）2号楼1505户的山东省烟台市房地产
企业首付款收据丢失，收据号码为：0004255，
金额：180580元，开票时间：2011年6月28
日，声明作废。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孙长波）8月5日，我市主
要粮油副食品价格稳中有
升。监测数据显示，与4日相
比，粮油价格保持稳定，肉蛋
价格基本稳定，蔬菜、水果价
格小幅上升。

粮油价格持续稳定。面
粉（特一粉）平均价格2.38元
（每500克，下同），面粉（标准
粉）2.08元，粳米（标一）2.71
元，小米6.50元，花生油（鲁花
桶装 5L）153.29 元，大豆油
（桶装5L）37.12元，以上价格
均持平。

肉蛋价格基本稳定。鲜
猪肉（精瘦肉）平均价格32.76
元，下降1.95%；鲜猪肉（肋条

肉）31.81 元，微升 0.55%；鲜
牛肉（新鲜去骨）44.15元，鲜
羊肉（新鲜去骨）50.46元，价
格均持平；鸡蛋4.48元，微降
0.78%。

蔬菜价格升多降少。20
种主要蔬菜平均价格3.12元，
上升3.46%。分品种看“12升
2平6降”，其中菠菜价格升幅
居前，上升13.46%，冬瓜价格
降幅最大，下降11.17%。

水果价格小幅上升。6种
主要水果（苹果、梨、香蕉、橙
子、桔子、西瓜）平均价格3.80
元，上升1.81%。分品种看“3
升3平”，其中，香蕉、西瓜、桔
子 价 格 分 别 上 升 7.59% 、
4.63%、2.81%。

昨日我市菜价小幅上升

马山，位于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周家岘
村，是一座火山地貌遗址。

马山属于玄武岩脉。山顶有一玄武岩
台地。玄武岩呈块状，具有垂直节理。这
种岩石是火山地貌的奇景之一，方形的岩
体纵向排列，是火山喷发时岩浆迅速冷却
后的产物。

火山是见证地球沧桑变化的“史书”。
研究火山，可以了解火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及
其演化历史、空间分布规律，可以了解地球
演化的进程。

马山是烟台的火山地质遗迹，面积100
多万平方米，是一处尚待开发的地质公园。

YMG全媒体记者 申吉忠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李俊玲 通讯员 丁磊）为
规范我市涉水产品销售市场，
近日，烟台市卫生和计生监督
所对市区涉水产品销售市场
进行了监督检查。

卫监执法人员主要检查
了销售单位所销售小型水质
处理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持
有情况，是否有伪造、变造卫
生许可批件的情况；所销售小
型水质处理器产品的标签及
说明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等。检查发现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部分涉水产品卫生许可
批件已过期，经营单位未及时
索取有效的批件，针对存在的
问题卫生计生监督员当场下

达意见书责令限期整改。
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监

督管理办法》规定，生产涉及
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单
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向政府
卫生计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取得
批准文件后，方可生产和销
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
产、销售、使用无批准文件的
产品。

经营单位在销售该类产
品时需向供货商或生产企业
索取相应产品的有效卫生许
可批件复印件，并核对信息的
一致性，持有有效卫生许可批
件的产品方可上架销售且销
售时不得夸大宣传。

我市卫监部门督查
市区涉水产品销售市场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王鸿云 通讯员 刘伟）近
日，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开通
线上举报挪车平台，以“互联
网+消防”助力消防车通道清
障保畅。

据介绍，市消防支队主动
与公安交警部门会商交流，分
析研判，依托烟台“互联网+公
安”政务服务平台，建立“堵路
移车”服务模块，打通消防车
通道保畅端口。广大市民可
通过关注烟台交警微信公众
号，点击微警务进入“堵路移
车”服务模块对日常生活中发

现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的违
法行为进行线上举报，将违停
车辆信息提交服务平台，平台
第一时间以短信的形式将违
法信息反馈车主，提示车主快
速挪车，畅行通道。

下一步，烟台消防救援支
队将持续创新网络智能化管
理举措，精准聚焦全市消防安
全形势和群众需求，坚持整体
推进、重点突破，开发质效兼
具的管理新模式，着力提升社
会面火灾防控水平，为各项消
防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
坚实基础。

线上举报挪车平台
畅通消防通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李俊玲 通讯员 丁磊）近
日，市卫计监督所开展对全市
辖区22家餐饮具集中消毒单
位全面监督检查。2家曾经被
处罚过的餐饮具集中消毒单
位依然存在违法生产的情形。

卫监行政执法人员在检
查中发现，某家餐饮具集中消
毒单位在成品库中存放消毒
后独立包装餐饮具的包装上
是透明塑料包装，上面只有打
码的生产日期，其余没有任何
标识。在《食品安全法》中明
确规定：“消毒后的餐具、饮具
应当在独立包装上标注单位
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消毒日
期以及使用期限等内容。”而
此单位在上次全市餐饮具消
毒单位大检查时，已经因包装
上未标注相关内容被警告。

无独有偶，在另外一家餐

饮具集中消毒单位，消毒的餐
具未进行批次检验而直接发
货，也被行政执法人员逮个正
着。在《食品安全法》中明确
规定：“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
务单位应当对消毒餐具、饮具
进行逐批检验，检验合格后方
可出厂。”在上次的全市餐饮
具消毒单位大检查中，该单位
由于未检验也同样被警告。

在询问中，两家企业负责
人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直言
存在侥幸心理，对之前的警告
处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为
行政执法人员罚过之后不会
再来。

针对这种存在“拒不改
正”的违法行为，按照法律规
定，给予罚款5000元的行政
处罚，同时对企业负责人进行
严肃教育。负责人表示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

两家餐饮具集中消毒
服务单位违法生产受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李俊玲）近年来，一种靠人
体重心改变就可以实现车辆
启动、加速、停止的电动平衡
车受到很多家长和孩子的欢
迎。然而，骑行电动平衡车引
发的意外却频频发生，尤其是
儿童受伤，让人心疼。

8岁的球球家住芝罘区新
桥小区，上个周过生日时，奶
奶给他买了一辆电动平衡车
作生日礼物，球球非常开心。
可是，没想到的是，前几天和
小区里的几个小朋友在楼下
一块骑电动平衡车时，为了比
速度，球球骑得过快，身体前
倾幅度太大，看到石头想要刹

车时已经来不及，控制不了自
己的身体，一下子从平衡车上
摔了出去，导致身体多处摔
伤，门牙磕掉，嘴唇缝了三针，
电动平衡车也摔坏了。

记者调查了解到，像球球
这样因骑电动平衡车摔伤甚
至骨折的事情并不是个例，孩
子开心玩耍背后的安全隐患
不容忽视。

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家长
朋友：如果孩子骑平衡车、滑
板车，可在封闭的小区道路和
室内场馆等地方玩耍，一定
不能在马路上。孩子在玩耍
时，一定要佩戴保护装备，以
免造成伤害。

儿童骑电动平衡车
事故频发令人担忧

88月月44日日，，蓝天白云下的马山蓝天白云下的马山。。

脚上的伤口一碰就疼，后背

上的划痕触目惊心，在经历了一

场海上生死营救之后，今年28

岁的小伙焦子麒认为“这点伤太

值了。”

水泥砖拍到头上，顿时血流

如注。模糊的视线下，他紧紧按

住施暴的流浪汉，旁边受伤的老

人已经惊慌失措。今年38岁的

的哥林岩松说：“这点伤不算啥。”

面对危难，英雄的选择出奇

地一致。

他

他

焦子麒脚部受伤。

焦子麒背部的划伤密密麻麻。

寻找四个月之后，获救老人终于可以向林岩松道一声“感谢”。

林岩松头部缝了6针，头皮上留了一道长疤。因为受伤，出租车停运一个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