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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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板砖拍到头上，顿时血流
如注。模糊的视线下，他还紧紧
按住歹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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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

海边勇救落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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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着前面有一个女
同志跳下海，紧接着另外两个同
伴也跳下去想救她。”焦子麒说。

赶到海边焦子麒发现，两个
男同志不是很会水。在海边长大
的焦子麒游泳水平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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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麒判断两位男同志体力还可
以，所以赶紧抓住了溺水的女同
志。“她的嘴唇已经发白，意识有
些模糊，紧紧抓住我，不断挣扎。”

这时候，岸上的同事和周边市
民在第一时间拨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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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水的两个男同志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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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两个男同志用绳子拉了上来。

当最后将绳子扔给焦子麒
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疲惫。“海滩
较高，墙壁是凹进去的，找不到
任何可以抓的地方，这位女同志
还在挣扎，我只能用脚踩着一块

岩石，使劲稳住溺水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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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
已经在海中托举了半小时。

上岸后，焦子麒歇了很长时
间，才感觉到浑身疼痛，这才看到自
己脚上、腿上、后背都被严重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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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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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特意煮了
面、冲了蜂蜜水送到房间。”

的哥空手制伏施暴歹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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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
不懈寻找4个月之后，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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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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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位不知情的妇女从座
椅旁经过时被流浪汉追上，照后
脑勺狠狠地打了一拳，并朝妇女
的面部继续出拳挥打。林岩松
立即下车朝他们跑去，并大声喝
止流浪汉，被震慑住的流浪汉暂时
停止攻击，被打得眉骨骨折的妇女
这才得以逃脱。等流浪汉回过神
来，捡来两块板砖又开始追打林岩
松，追打不到便又躺回座椅。流浪
汉的反常行为引起很多人注意，有
路人开始打电话报警。

就在这时，两位不知情的老
人从另一个方向走到座椅附近，
流浪汉拿起板砖便开始殴打老
人。林岩松听见动静，回头看见
流浪汉高举板砖正要往老人的
头部拍，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板
砖落在了林岩松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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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已经把流浪汉制伏。因头部
伤口很深，林岩松被缝了6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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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摄影报道）汽车站、火车站、公交
站，是一座城市的脸面，代表着一
座城市的形象，烟台的汽车站、火
车站、公交站卫生是否干净整洁，
服务态度是否耐心热情？8月 5
日，记者进行了暗访。

公交站亭：
小小站亭暗藏20多个烟蒂

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南大街
御金台公交站亭，发现卫生情况还
不错，但走到站亭后，则看到了不和
谐的一幕，站亭放置广告牌的橱窗
里居然藏着一件衣服，橱窗背面的
灰尘也比较多，部分橱窗底部有些
发黑，顶部有锈迹。正在等公交车
的市民刘先生对公交站亭的卫生还
比较满意：“公交站亭就在大马路旁
边，车卷起的尘土每天都会落到它

们身上，咱们家里一天不打扫还有
很多灰呢，这点小事不算啥。”但刘
先生认为橱窗里不应该塞着一件旧
衣服，有些损害烟台的形象。

青年路汽车总站西侧的站点
因为道路维修还没建设站亭，准
备建设站亭的地方有很多快餐盒
等垃圾，看上去非常脏乱。

烟台南站的公交站亭粗看很
干净，但细看地面上散落着20多个
烟蒂，而站亭内就有两个垃圾桶。

汽车总站：
广场有垃圾 服务态度很好

上午 11时许，记者来到汽车
总站，在站外广场西侧看到几处
地方分散着垃圾。汽车总站广场
上人来人往，虽然只是小范围的
垃圾，但看起来很不和谐。

记者走进汽车总站，服务台
的工作人员态度特别亲和，记者
假装打听到栖霞的车如何乘坐，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可以在站内

买票乘车，也可以在青年路等候
乘车。在记者暗访期间，这位工
作人员还答复了一些其他人的问
题，很耐心、很热情。

记者将站外广场的卫生情况
反映给这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马上向记者道歉，连说不好意思，
会立即通知保洁人员前去清扫。

烟台南站：
工作人员暖心帮助老人孩子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烟台南
站，广场上有一个被乘客扔弃的口
罩。但记者刚来到南站不久，这个
废弃口罩就被巡视的保洁人员清
扫起来。记者注意到，广场上有两
位保洁人员在来回不停地巡视，以
便随时收拾乘客丢弃的垃圾。

在南站大厅入口，一位工作人
员正在指导乘客入站，一位姓孙的
女士抱着孩子焦急地向里面呼喊，
经了解，该女士是来送妈妈和自己
的大女儿去河北哥哥家的，“孩子

姥姥70多岁了，大女儿只有9岁，
两个人都不懂得怎么乘车。”因为
高铁站不允许无票人员进入，孙女
士抱着小女儿在外面干着急，使不
上劲。看到孙女士的愁容，工作人
员联系了另外一位工作人员，让她
重点关注一下这位带着外孙女的
老人，将她们引导入站。

在南站南侧的马路边，一段
两米长的人行道上密布着 40多

个烟蒂，而 40多个烟蒂的中心就
有一个垃圾桶。

记者点评：记者暗访窗口单位
时，工作人员的服务素质非常暖心，
但部分市民的素质却让记者感到心
痛。不管是南站的站台，还是南站
马路旁边的人行道，咫尺之遥就是
垃圾桶，烟蒂却被随手掐灭扔在地
上，虽有保洁人员随时清理，但文
明创城，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1个小站亭散落20多个烟蒂
我市部分公交站亭卫生状况堪忧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刘伟 李尚钧）8
月 4日，市城管局环卫管理中心
举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交通安全知识讲座，旨在深入
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部署安排，不断增强环卫
职工交通安全意识，进一步筑牢
安全生产防线。

讲座邀请烟台交警一大队
宣教股孙海波警官现场授课。
孙警官以身边的实际交通违法
案例，“以案说法、以事释法”，利
用 PPT、视频、互动交流等多种
形式，深刻剖析酒驾、无证驾驶、
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
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敲响

“交通安全警钟”。同时，孙警官
结合环卫交通安全工作重点，细

致阐述分析了大货车司机的安
全盲区，提醒大货车驾驶员在行
车中要注意眼观四路、耳听八
方，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做
到文明驾驶、安全驾驶。授课
中，孙警官宣讲的“安全是回家
最近的路”安全理念，引起广泛
共鸣和一致认同。烟台道路交
通概况、发生交通事故后的正确
处理做法、常见的交通违法解析
等授课内容贴近日常生活，实用
适用，让环卫人员受益匪浅。授
课现场还发放了《驾驶员之友》
等学习资料。

市城管局环卫中心领导班
子成员、中层领导干部、机关全
体人员及基层各单位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和所有驾驶员等百余
人参加了这堂知识讲座。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金海善 通讯员 苏珊珊）近
日，芝罘区审计局组织全体干
部到“双报到”社区开展文明城
市创建联户走访活动。走访
中，机关干部向居民发放创城
《倡议书》，开展满意度调查，详
细了解走访群众的诉求、全面

征求群众意见建议，对相关问
题做好引导和解释，并将问题
一一记录，以便向相关部门尽
快反馈，高效解决。引导社区
居民自觉加入到创城队伍中，
提高居民对创建文明城市的知
晓度、满意度和支持率，为创城
创建营造良好的氛围。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王玉娟）8月4日
上午，幸福街道祥发社区接到居
民反映：祥发小学门前一处废弃
电线杆影响市容且危及小学生及
过往路人的人身安全，社区立即
行动并联系相关部门排险清障，
保障居民和学生的安全。

接到求助后，祥发社区书记
杨奇彬立即带领工作人员迅速
赶到现场查看，并在电线杆周边
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提醒过往居
民及车辆远离该电线杆范围，避

免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同
时联系电业局，落实电线杆的归
属，并联系城管中队及时处置排
险。

幸福街道城管中队工作人
员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来到现
场，查看电线杆情况后现场制订
方案，当场予以拆除，彻底消除
了安全隐患。

今后，祥发社区将继续加大
走访巡查力度，强化自查自纠能
力，合力打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攻坚战。

3人深夜落水，他水下托举半小时，自己浑身多处划伤；歹徒板
砖下，他救出3位老人，自己头破血流——

救人，是他们共同的选择
德耀中华·烟台 好人365

创城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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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区审计局开展联户走访活动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交警告诉环卫工人大货车司机的安全盲区

小学门前危及人身安全的废弃电线杆拆了
多亏了社区多方联系排险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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