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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讯员 海波 兆平）
“一个路口的文明代表一座城市的文明。”良好的交通出行环
境，可以让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25日早高峰7
时许，烟台交警一大队组织警力和交通志愿者在南大街与解
放路路口对非机动车违规掉头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和教
育。

早高峰7时许，市区下起了雷阵雨，烟台交警一大队大队
长杨涛来到解放路和南大街交叉口，组织多名警力和数十名
交通志愿者，对非机动车如何通过路口进行再培训再动员。

“这个路口在去年进行了重新规划设计整改，路口西侧
的公交站点进行迁移，增加行车道。对非机动车在路口行
驶，施划了非机动车道，进一步明确了路权，机动车、非机动
车和行人各行其道。”杨涛告诉记者。我市对部分路口进行
了改造的同时，增加了三角形交通岛、非机动车道、驻足区等
交通标线。

针对目前存在的非机动车逆行、违规掉头、行驶秩序混
乱的问题，烟台交警一大队将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通过交
警和志愿者在高峰期的劝导行为，积极宣讲非机动车如何正
确通过路口。另外一方面，将以发放明白纸的方式，引导港
城市民学会如何安全通过路口。

做好路口文章
交警一大队推出路口非机动车行驶“教程”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日前，在53路公交
车鲁F08192上发生了暖心一幕：一名女乘客在后门晕倒，
驾驶员姜杜宝发现情况后立马上前查看。在征求全车乘
客意见后，将公交车变为“救护车”，把晕倒乘客送往了医
院。

5月19日上午10点，驶向终点站烟台人才市场的53路
公交车在东方海洋天和大厦站点停靠时，一名女乘客因身体
不适突然在后门晕倒。驾驶员姜杜宝发现情况后，马上停稳
车辆，上前查看乘客情况，发现乘客还有一丝意识，姜杜宝在
征求全车乘客同意后，驾驶公交车将该乘客送往最近的医
院。得到医院医生帮助后，姜杜宝又驾驶公交车恢复了正常
线路运行。

目前，该乘客身体已无大碍，并和家属一起为姜杜宝送
来了感谢锦旗。

公交车变“救护车”
53路司机救助晕倒乘客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睿 通讯员 王勇亮）干净的小院
四季花开，宽敞的马路郁郁葱葱，
儿童嬉笑打闹，老年人闲唠家常，
美丽的乡村，难忘的乡愁——这是
人们对家乡环境的美好憧憬。

如今，在莱山街道，这个看似
遥远的梦想正悄然变为现实。

今年以来，莱山街道多次召开
美丽乡村建设专题会议，按照“因
村制宜、典型引路、梯次推进、全面
提升”的原则，达成一个共识，实施

三项工程，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整合、人员的配备、制度的建设和
在长效机制方面的不断探索，建立
长效机制，进一步深化乡村文明行
动，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
丽街道。

莱山街道持续深化清脏治乱
行动，把“干净、整洁”作为清脏治
乱最基本的要求，采取“群专结合”
等方式，实施以“三堆”清理为重点
的农村环境卫生大整治，充分发
挥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的能动

性，开展“门前三包”群体性整治
行动，着力解决农村环境“脏、乱、
差”问题，带动群众共同维护家园
环境，安排大、小挖掘机，三轮车，
翻斗车，铲车等车辆，对环境综合
整治产生的生活建筑垃圾及时清
运。

此外，莱山街道实施示范片区
创建工程。按照“一步一景、一村
一韵”的理念打造，全面推进项目
片区村庄全部高标准完成进村路、
主街道及小巷的硬化，文化广场、
主街道亮化、美化和绿化。截至目
前，电线捆扎约7000米，平整绿化
土地 7000 平方米，回填种植土
200平方米，栽种美人梅、白皮松、
樱花、紫叶李、大叶黄杨、红枫红叶

石楠球、红叶石楠绿篱、竹子等树
木800余棵。

莱山街道持续深化农村精神
文明创建行动。23个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
动，以移风易俗为重点，提倡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以“孝德”建设作
为农村道德建设的切入点，扎实推
进“四德”工程，在各村建设完善

“善行义举四德榜”。深化各类文
明创建活动，进一步推进基层文化
建设。

进一步关注困难群体，定期或
不定期开展走访慰问，适时了解困
难群众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突出困
难和问题，及时调动一切力量帮助
协调解决，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

助推147名贫困群众就业。评选
美丽庭院示范户，巾帼志愿者自觉
参与到环境整治行动中，持之以恒
地清洁庭院卫生死角、清理房前屋
后杂物，以“美丽庭院”示范创建助
力美丽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
同时，呼吁、鼓励广大居民积极参
与到美丽庭院创建当中。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莱
山街道各个乡村的角落会出现这
样一幅幅赏心悦目的美景：一个
个村庄掩映在郁郁葱葱绿树丛
中，一条条水泥路连接着别致的
瓦房，一盏盏明亮路灯照亮热闹
欢腾的广场，优美的自然景观和
富有现代气息的新村相映成趣，人
人欢声笑语。

莱山街道深化乡村文明行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感——

让乡村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王柯然） 5月

23日中午，在福山银河广场站点附近，一位骑着代步电三轮
车的老人在路口不慎侧翻，翻倒的车体将老人压在下面，难
以起身。紧急时刻，正在路口等待信号灯的公交车驾驶员吕
伟国迅速下车，将老人从三轮车下救出。

当日中午12点左右，38路驾驶员吕伟国驾车由火车站
北广场发往门楼场站方向。在经过供电公司红绿灯时，突然
看见对面道路上有一位老人骑着三轮车驶出路口，因为速度
过快不慎连人带车翻倒在地，老人动弹不得。

紧急时刻，正在路口等待信号灯的公交车驾驶员吕伟国
迅速拉好手刹，向车内乘客稍作解释后赶紧下车救人，“三轮
车有点沉，试了几次才把它抬起来。”扶起老人后，吕师傅赶
紧让老人试着活动活动，在确定老人无碍后，他又重新返回
工作岗位，继续运营。

面对表扬，吕伟国表示，“看连人带车倒在马路上，周边
车辆来往很危险，帮忙时就没有多想。每天行驶在马路上，
看到别人有困难，伸手帮一把对我们公交驾驶员来说再平常
不过了。”

三轮车侧翻老人被压

公交驾驶员抬车救人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孙小严）近
日，一条《医护人员充当“临时妈妈”》的短视频刷爆全网。视
频中，一个新生儿宝宝躺在医护“妈妈”的怀抱中，睡得格外
香甜。

这段视频来源于海阳市人民医院儿科病房。“这是一个
患黄疸的新生儿，宝宝妈妈在产科住院，爷爷奶奶和外公外
婆都在外地，只有宝宝爸爸一个人两头照顾。”海阳市人民
医院党委书记蒋峰告诉记者，看着宝爸焦头烂额的样子，新
生儿科的医护们主动当起了“临时妈妈”，一边忙着工作、一
边忙着带娃。

今年以来，类似这样的暖心画面频繁在海阳市人民医院
上演。78岁的老人独自来医院看病，导医台的护士看到后
全程陪着老人挂号、做检查，给老人拿药，嘘寒问暖。临走
时，老人感动地说：“不想麻烦家里的孩子，谁知道上医院麻
烦到你们这些孩子了”。

在外地定居的李女士因母亲生病，回来陪床照顾。在母
亲住院的全过程中，她见到医护人员每天在忙碌中依然保持
微笑与耐心，和每一个病患都处得像亲人一样，暖心医疗如
春风化雨，温暖了病痛中的患者。“真没想到，家乡的医院环
境好、技术好，医护的态度也好，他们做到了我们子女都做不
到的事情。”李女士说。

海阳医护人员充当“临时妈妈”

暖心医疗温暖患者

“人民警察为人民，感谢民警
帮忙，感谢……”“您好王哥，感谢
您帮我捡回遗失近 30万的钱物
……”12 日上午，海阳市民高先
生，将两面印有“忠于职守、为民服
务”“拾金不昧、品德高尚”的锦旗
分别送到了海阳市公安局东村街

道派出所、海阳市坤宇食品龙山街
黑猪肉直营店里，并向民警吕奉翰
及同事、坤宇食品直营店店长王寿
君表示感谢。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得
从11日早晨说起……

11日早晨，作为坤宇食品直

营店店长的王寿君跟往常一样早
早来到店里开门、消毒……开始了
一天的经营，七点半多的时候，他
跟隔壁俊梦干洗店老板看到一个
手提袋从一辆黑色轿车上掉落在
马路上。

“当时这辆黑色奥迪从对面的
御景苑小区开出来的时候，我看到
车的后备箱自动打开了，车拐到马
路上时还掉下来一个袋子，我们当
时喊了几声‘掉东西了’，司机应该
是没听到，开车直接往北走了。”王
寿君告诉记者，当时是上班高峰
期，路上车比较多，袋子被过往车
辆压了几次。“我跟干洗店老板在
确定安全的情况下，到路上把袋子
捡了回来。开始还以为是个装垃
圾的袋子，跟干洗店老板商量后决
定打开看看，里面竟然是现金，而
且还不少，我们立马把袋子系上等
失主回来找。”结果等了1个多小
时，失主迟迟没有出现，二人打
110报警了。

“当天上午9点左右，正在值
班的我突然接到110指挥中心指
令：御景苑小区门口一个肉食品店
店长报警说捡到一个装有大量现
金的袋子，请赴现场处警。接警

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民警
吕奉翰说。由于王寿君只看到一
辆黑色奥迪车上掉落了袋子，车牌
号等信息没有看清，了解情况后，
民警决定在现场将袋子里的现金
物品进行清点。经清点，袋子里有
现金49275元、250000元大额存
单一张，还有超市购物卡加起来将
近30万元，随后，民警将袋子里的
钱物带回所里进行下一步处置。

“由于金额大，回到所里，我们
立即调取了现场附近的天网监
控。经过侦查，我们发现了丢失钱
物的汽车，经过比对，找到了车主
信息。”吕奉翰称。当民警第一次
电话联系到车主时，他还完全没
有意识到自己丢失钱物，以为是
女儿开的自己另一辆车丢失钱
物，并将女儿电话给了民警。民
警联系到车主女儿时，车主女儿
一头雾水，经过详细沟通了解后，
发现车主女儿并未丢失任何钱
物。民警只好再次打开天网监控
仔细比对车辆、司机信息，发现开
车的就是车主本人，并再次电话联
系车主进行详细确认，这时高先生
才回想起自己车后备箱里有个袋
子装有大量现金。

市民高先生告诉记者，11日
早晨出门时，他在小区门口取了2
件快递放后备箱了，可能没关好，
后备箱弹开了，拐弯进入马路时
袋子甩了下去，开车走了一段路
程后发现仪表盘后备箱灯亮了，
高先生将车停靠路边，下车把后
备箱关上，然后开车上班去了。
当时也没想到袋子丢了，“感谢民
警、更感谢王寿君，能在这么短时
间将我丢失的钱物送还，我也要
带动身边人将这种拾金不昧的品
质发扬下去。”

“王寿君老家是发城镇忠厚村
的，他平时干工作就像他的村名一
样忠厚本分、认真负责，对到店的
客户很热情，服务也周到。”海阳市
坤宇食品总经理姜会禄说，忠厚村
的村民、店铺顾客和店铺周边的邻
居对王寿君的人品评价都非常高。

12日，失而复得的高先生和
爱人，带着礼品和现金红包到店
里感谢王寿君，却被婉拒了：“我
有心将这些捡到的钱物还给你，
不图任何好处，所以钱和东西我
都不能收……”

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包刚先 姜福波 摄影报道

海阳市民王寿君捡拾30万财物不心动

警民合力“完璧归赵”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娱 摄影报道）近日，一位
烟台男子怀抱受伤的陌生男童奔
跑千米送医的视频火了。他热心
正直的品质和努力奔跑的背影感
动了大家，网友亲切地称呼他烟台

“小跑哥”。本报记者联系到当事人
宫晓文，了解到了这个暖心故事。

5月21日下午3点半，宫晓
文一家三口正在滨海广场喷泉周
围游玩，突然宫晓文看到，一位女士
正怀抱一个12岁左右的男孩，匆匆
向烟台山医院方向奔跑。她面色
苍白、神色焦急，从动作看已经体力
不支。宫晓文立刻上前询问：“孩子
受伤了吗？需不需要帮忙？”得知男
孩是在骑车时意外受伤无法动弹
时，宫晓文当机立断横抱过小男
孩，一路小跑赶往烟台山医院。

宫晓文告诉记者，当时景区
打不到车，孩子妈妈又着急，他身
为人父，特别能理解这位母亲的
心情。“孩子受伤，我当时只想用
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到医院。”从滨

海广场到烟台山医院路程有一千
多米，当时气温高达30摄氏度，
宫晓文抱着小男孩在烈日下跑了
有十几分钟。赶到烟台山医院门
口时，他急声喊道：“急诊有人
吗？急诊开没开？”把孩子交给医
生后，宫晓文终于能松一口气，当
时的他已经精疲力竭、满头大汗，
胳膊也累麻了。休息片刻后，不
顾男孩母亲的挽留感谢，他拍拍
小男孩后就离开了。

宫晓文小跑送男孩就医的场
景，被一位热心市民用手机视频
记录，并在网络上传播。“山东汉
子就是热心！”“小伙子跑出了俺
们烟台的城市温度！”“他擦汗的
那一刻，我感动得鼻子一酸”“好
人还是很多的，所有的善良都不
会被辜负！”网友们纷纷竖起大拇
指，为这个热心的烟台小伙点赞。

面对赞誉，宫晓文说：“烟台
每个人都在努力让这个城市更美
好！我相信每个人遇到类似的事
情都会伸出帮助之手！”

抱娃千米
飞奔送医

网友点赞小跑哥“跑出了烟台城市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