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32010年12月7日 星期二
编辑：康鹏 组版：王晓梅

今日威海·综合

一网下去，海里捞出稀奇“鱼骨”
老渔民都称从未看到过，希望有关专家帮助鉴定

烧炕取暖过热

不慎引燃卧室
本报威海 1 2月 6日讯

(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周俊杰) 5日晚间，文登市
宋村镇的一男子在家烧炕
取暖，不料炕烧得过热将
炕上的被褥引燃，继而引
燃了卧室的窗户，幸亏卧
室内当时无人休息，才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

当天，17时20分许，王
先生回到家中，在发现炕

烧得不够热后，又往炕洞
内塞进了一些木柴，随后
就与父母一起吃晚饭去
了。18时48分，王先生发现
东侧的卧室内冒出火光，
慌忙拨打了报警电话求
助。几分钟后，宋村派出所
民警赶到了现场，将炕上
已被引燃的被褥、衣物从
窗户扔到院中。火源移除
后，大火很快被扑灭。

自称认识高官

专找熟人骗钱
本报威海 1 2月 6日讯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孟庆军) 在家务农的毕某
吹嘘自己认识高官，以帮
人办事为由，先后从朋友
那里索要 2 0余万元后潜
逃。近日，毕某在重庆被抓
获，现已被押解回荣成。

今年60多岁的毕某家
住荣成，2007年，儿子毕业
被分配到一家好单位后，
毕某便开始吹嘘自己认识

高官，亲戚朋友听说后纷
纷找他办事。毕某先后向
李某、闫某索要 20余万元
人民币，并保证在 2010年
某知名大学开学时二人的
子女肯定被录取。但开学
时间过去以后，二人子女
均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李
某、闫某遂报案。

近日，毕某在重庆被
抓获。12月5日，被押解回
荣成。

危险废物管理违规

3企业被责令整改
本报威海 1 2月 6日讯

(记者 林丹丹 通讯员
李远增) 近日，威海市环
保局对20余家产生危险废
物的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其
中 3家存在问题的企业被
责令整改。

自今年3月起，威海市
开始对全市所有危险废物
产生企业进行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经检查，大部分企
业都符合检查要求，极少数

企业存在违规行为，3家存
在问题的企业被责令整改。

威海市环保局还要求，
危险废物必须纳入集中、无
害化处置范围，或者自行采
取无害化处置措施。盛装危
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
及产生、收集、贮存、运输、
处置危险废物场所，必须设
置相应识别标志，并要建立
和完善突发危险废物环境
应急预案。

本报威海12月6日讯(记者
李彦慧) 出海打鱼，一网下去打
上来一堆稀奇骨头，结果拼出一
个奇怪的鱼状生物，6日，环翠区
一渔民给本报打来热线电话，称
自己出海捞回个“怪宝贝”。

6日下午，记者在渔民孔庆
发家中看到，“鱼骨”共有8块，头
骨、椎骨、尾骨都很完整，头骨宽
约90厘米，尾骨长约80厘米，中
间椎骨共有6节，每节长度都在
18厘米以上，整体拼接起来，身
长在2 . 7米左右。孔庆发的妻子
于道华告诉记者，大家都看头骨
形状酷似龙头，“我就给他起了
个名，叫‘龙头鱼’吧。”

于道华表示，“鱼骨”是11月

19日在成山头东边海域打上来
的。当时一网下去，大家还以为
捞上一堆木头，刚想扔掉，孔庆
发发现有个大块的动物头骨，没
多想就留了下来。回到家后，孔
庆发和家人把骨头整理了一下，
把几块骨头一拼，结果拼出一条
从未见过的“怪鱼”。
“怪鱼”拉回家，“鱼骨”的储

存让妻子于道华犯了难。“公公
说鱼骨在海里不会腐蚀，都暴露
在空气里，恐怕不好保存。”于道
华把骨头放在了储藏室里，并蒙
上了一层泡沫纸。“现在可比刚拉
回时轻多了。足足滴了三天水，草
苫子里像被海水淹了似的。”

面对这奇怪的“鱼骨”，打鱼

四十多年的老渔民也犯了难。
“这可是个稀奇东西，咱打鱼这么
多年从没见过。”70多岁的孔老汉
称，一网能打上来这么完整的鱼
骨，附近的老渔民都没碰到过。

自从打上了怪“鱼骨”，于道
华更加关注“科技之光”、“探索
发现”之类的电视栏目和报纸书
刊，并把在烟台读大学的儿子叫
了回来，让儿子把“鱼骨”拍了相
片发到网上。一家人对“鱼骨”的
身份越来越好奇。他们找到海洋
渔业局的专家，得到的回答是必
须经过专业的鉴定才能下定论。
“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动

物，怎么保存，如果能给国家提
供一些有研究价值的资料，那就

更好了。”于道华告诉记者，希望
对海洋生物有研究的专家能够

帮他们鉴定鉴定，解开这个谜
团。

检查食品安全
近日，威海工商局环翠分局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检查，检查范围

为105所大中小学、幼儿园及其周边食品流通经营场所。图为执法人员正在对学校周
边经营场所内的食品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冯砚农 通讯员 徐玮 摄影报道

高血压免费防治，乳山在全国领先

乳山7万农民可免费治高血压
本报威海 12月6日讯(记

者 刘洁 通讯员 刘国贤
唐立群) 6日，乳山市夏

村镇二甲村 6 0岁的宋修敏
老人来到村里的卫生室，免
费领取了治疗高血压的药。
如今，乳山市约 7万名农村

高血压患者都像宋修敏老
人一样可以长期得到免费
药物治疗。

据统计，乳山市农村居
民患高血压病人数约有7万
人。为综合防治高血压，减
轻农村居民就医负担，乳山

市将高血压综合防治工作
列入年度市政府公开承诺
的十五件便民利民实事之
一。自今年启动了农村居民
高血压综合防治工程以来，
市、镇两级医院按照“不漏
一人、不丢一户”的原则，对

全市 30 . 3万名农村 30周岁
以上的农村居民进行高血
压普查，对适宜服药治疗的
高血压病患者免费发放基
本药物，乳山市也因此成为
在全国率先实行高血压免
费防治的地区。

威海企业家高峰论坛明日开讲
届时将有四位顶级大师亲临现场

本报威海 12月6日讯(记
者 孙丽乐 ) 8日和 9日，
“远见·中国”和谐威海企业
生存发展之道高峰论坛将
在合庆山庄国际会议大厅
开讲。届时，商业定位专家
刘军、组织系统专家刘文
举、演说教练刘景澜、国学
应用大师翟鸿燊等四位顶
级大师将齐聚威海，从企业
定位、人力资源管理、营销

口才、企业文化等方面为到
场的企业家们带来一次全
面提升自我、提升企业的机
会。

本次活动由威海市中
小企业局、威海紫光生物
科技园联合主办，海润管
理咨询机构承办，旨在提
升威海企业家的管理决策
水平，解决实际工作中的
难点、难题，促进威海企业

的健康发展。主讲专家刘
军 是 亚 洲 知 名 的 营 销 顾
问，核心研究领域包括营
销战略、定位、企业战略、
谈判、商业模式等，他在亚
洲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0多
名中小企业家。组织系统专
家刘文举是全国人力资源管
理师认证培训班授课讲师，
演说教练刘景澜是亚洲顶
尖电话行销专家、美国金

克拉训练三阶训练讲师认
证荣誉者，也是亚洲著名
营销战略高手，曾指导过
360多家企业。

除以上三位商界精英
外，国学应用大师、书道家、
演讲家翟鸿燊也将做客威
海，他将讲解如何运用国学
精髓塑造现代企业的立商
之本，开启商道智慧的谋胜
法宝。

塔山红绿灯以西

部分用户今天停水
12月7日，威海水务集

团下属工程公司将对大众
路 5 8号楼卡子井至表池
井间的D N 5 0 M M管道进
行改造，届时将暂停塔山
红绿灯以西大众路两侧的

部分用户用水以及杏花北
街 4、5、6、2 7、2 8、2 9号
楼，一轻幼儿园、塔山中路
附 2号、部队军休所的用
水。

许君丽 整理

这就是罕见的“鱼骨”。 李彦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