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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目睹睹父父亲亲打打死死母母亲亲，，她她自自闭闭了了
好心人为海阳15岁女孩筑起爱巢，接到家中长期抚养

想给她更多关爱

让她好好长大

从海阳得到准确的答复后，高
女士忙着给肖梅办理转学等手续。
17日，一切准备妥当后，她又赶往
肖梅老家，将“小女儿”接了过来。

在高女士外出上班的日子里，
在广州工作回家休年假的儿子和
肖梅就成了玩伴。兄妹俩坐在客厅
各自玩各的，也不多说话，但这温
暖的场景却让肖梅感到很舒服。哥
哥回广州的日子近了，肖梅一度担
心哥哥走后自己在家会孤独。

这一切高女士看在眼里。把
“小女儿”接回家后，她不是没有顾
虑。担心孩子没办法适应新的环
境，春节前夕，她还特意先把肖梅
接过来小住了一阵，母女俩磨合了
近一周，她又跟儿子讲对待妹妹的
各种细节，如今看着俩孩子自如相
处，她终于松了口气。

“我就想给她换个环境，让她
好好长大。”肖梅新换的学校25日
才开学，高女士已经开始担心“小
女儿”是否能融入新的学习环境，
但她和儿子愿意一直陪伴在“小女
儿”的身边，给她更多爱和鼓励。

福国街道路指示牌

南北方向颠倒了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王永
军 ) “合成革小区附近的福国街
道路指示牌南北方向颠倒了，闹了
乌龙。”细心市民陈先生反映说，道
路指示牌失误给市民带来了不便，
希望能赶紧恢复过来。

20日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了
位于合成革小区公交站点附近的
福国街。仔细一看，这处道路指示
牌和别处的还真不大一样，原来是
南北方向颠倒了。

福国街是一条南北方向的道
路，靠近幸福南路的地方是道路的
起点，但在这处指示牌上，南向却
指向了北方。

“不清楚什么时候更换的。”市
民王先生说，这个问题附近居民早
就发现了，但不清楚路牌究竟是啥
时候设立的。王先生说，附近居民
熟悉周边道路，如果是外地人，可
能就会带来不少麻烦。至于路牌闹
乌龙的原因，有市民认为可能是工
人在施工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导致
道路指示牌错置。

随后，记者联系了芝罘区地名
办。地名办的工作人员说，之前还
没有接到市民关于此事的反映，会
安排工作人员去现场查看情况。如
果确实存在问题，会及时联系施工
人员进行处理。

突出基础管理和风险管控

保持安全生产良好局面

本报讯(通讯员 刘华) 2

月19日，从莱州市供电公司获
悉，该公司推出强化安全基础管
理、确保电网安全运行、提升应
急保障能力三项举措，全面抓好
安全工作，突出基础管理和风险
管控，保持安全生产良好局面。

本报记者 孙淑玉

目睹了患病的父亲失手
将母亲打死后，海阳15岁女
孩肖梅(化名)就再也没睡过
安稳觉。寄养在姨妈家的一
年多时间里，这个原本爱说
爱笑的孩子几乎再没抬眼看
过人。

本是替朋友寻找帮扶对
象的高女士得知情况后，多
次到肖梅家中看望。知道朋
友暂时没精力照顾肖梅时，
她干脆将这个让人疼惜的

“小女儿”接到了家里长期抚
养，想给孩子换个环境，让她
好好长大。

穿着居家服坐在宽敞
明亮的客厅翻看课外书时，
1 5岁的肖梅几乎忘掉了在
老家时那些不愿回首的往
事。阳光暖暖地照进来，旁
边的哥哥守在电脑前玩游
戏，一切看上去安详而幸
福。

间或，她还会低声和义
工说如果哥哥回去上班，自

己在家就显得孤单了。抬眼
看人、主动和人交流，是过去
一年多时间里肖梅不曾跨越
的心理障碍。

前年大年初一，查出患
病的父亲因琐事和母亲吵
了起来，失手将母亲打死，
这一幕被肖梅看到后，她的
世界里就再没了笑容，变得
越来越自闭。整夜整夜不敢

睡觉，肖梅见了人也总是低
着头紧张地咬嘴唇。父亲判
刑后，50多岁的姨妈试图将
她接到家中抚养，但依然无
法减轻她的恐慌。

同母异父的姐姐担心
肖梅的精神状况，带她辗
转找到心理医生治疗，也
只能暂时缓解她的精神压
力。

母亲去世后，女孩整夜不敢睡觉

肖梅的状况引起学校老
师的注意，眼见孩子随时都
有辍学的可能，她悄悄联系
了扬帆助学服务队的义工。

去年11月，义工们带着
好心人送的书包、文具、巧
克力等来到肖梅姨妈家时，
写完作业的她正坐在炕上
看书。内向的肖梅不爱说
话，只在收到礼物时眼睛里
亮了一下，随即低头拆巧克
力包装。打开后，肖梅舍不

得吃，想再重新包回去，却
费了不少力。

这是高女士第一次见
到肖梅的场景。孩子低着
头、咬着嘴唇反复拆装巧克
力的情景让她心疼了很久。
本是想替在大学任教的朋
友寻找帮扶对象，可看到孩
子的一瞬间，高女士被触动
了，忍不住想多给这孩子一
些关爱。

回来的途中，她一直挣

扎。当得知朋友的孩子刚从
国外回来，暂时没精力照顾
肖梅时，她陡然轻松起来。

“这孩子跟我有缘，不行就我
来照顾吧。”

许是觉得亲切，略自闭
的肖梅竟坦然接受了这个新
妈妈。当高女士再来到肖梅
的姨妈家，询问是否愿意随
她回烟台市区生活时，肖梅
看了一眼姐姐，低头小声而
坚定地说了句“愿意”。

被孩子触动，好心人认下“女儿”

供供暖暖公公司司贴贴错错编编号号

致致暖暖气气费费闹闹乌乌龙龙？？

20日，在大润发超市东
门，路边一位小贩筐子里的
彩色小鸡吸引了不少市民
驻足观看。小贩介绍，这些
上色的小鸡5元一对，由于
色彩鲜艳，小鸡销量一直不
错。

记者了解到，这种小
鸡出壳不久，体质比较差，
染了各种颜色后，颜料会
强烈刺激小鸡的身体，成
活率很低，市民购买时要
谨慎。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影报道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王伟平) 20日，家住芝罘区
的吴先生向记者反映，2013

年供暖季开始前，他母亲拿
着供暖公司给的编号去银行
交暖气费，但对方告知钱已
经交了，可最近，吴先生却被
供暖公司催缴供暖费和滞纳
金。“我家住9号楼，我事后才
知道，供暖公司把7号楼的供
暖 编 号 张 贴 在 9 号 楼 前 面
了。”吴先生说，“供暖公司弄
错了编号，现在我除了要交
供暖费，还要交滞纳金。太憋
屈了。”

吴先生说，他们家住在
芝罘区慎礼社区新建西巷9
-11，2013年10月中旬，烟台
5 0 0供热有限公司在 9号楼
门口张贴了供暖编号，让居

民交暖气费。吴先生说，当
时贴在他们单元楼门口的
供暖编号是1360400700001-
1360400700011。“我家的尾
号就是11，其他的号码也没
太仔细看，就用手机拍下编
号让母亲去银行交费了。”
可吴先生的母亲到银行交
费时被告知，暖气费已经交
上了。“当时以为是家人交
的，就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
上。”吴先生说，“今年2月18

日，我却接到烟台 5 0 0供热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通知，
说我们家没交供暖费，对方
说，除了补交供暖费外还需
要交滞纳金。”

吴先生说，随后他通过
走访邻居发现，烟台500供热
有限公司在去年年底张贴供

暖编号时出错了，他家编号
应该为1360400900011，但当
时 给 的 编 号 却 是
1360400700011。“我家住9号
楼，供暖公司把7号楼的供暖
编号张贴在9号楼前面了。”
吴先生说。

2 0 日，记者联系了烟
台 5 0 0供热有限公司。该公
司 相关负责人告知记者，
得 知消息后，他们已经联
系 了吴先生，目前已与吴
先生达成协议，2 2 日将碰
面 解决该问题。该负责人
介 绍，如果吴先生能提供
证 据证明，他不能及时交
费是因为供暖公司张贴编
号 出错所致，该公司将考
虑只收取吴先生家的取暖
费，不收取滞纳金。

彩色小鸡

街头热卖

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

公益直通车
烟台正能量 齐鲁是一家

捐出遗体和角膜

他走了但留下爱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宋
佳 ) 19日晚，毕生关注公益的
蓬莱市上朱潘村村民李瑞海因
病去世，家人强忍内心的不舍
为 老 人 完 成 生 前 最 后 的 心
愿——— 捐献老人的遗体及眼角
膜。20日上午，滨洲医学院和山
东省红十字眼库接收了老人的
遗体和眼角膜。

李瑞海是蓬莱市上朱潘
村一位普通的村民，浑身上下
散发着质朴的气息，而他的一
生却因为关注公益变得不同
寻常。当他得知自己患病后，
他决定捐献自己的遗体及眼
角 膜 。李 瑞 海 的 亲 属 告 诉 记
者，李瑞海一生都在做行善积
德的事，关注身边需要帮助的
人。

早在2013年10月15日，李
瑞海就联系到蓬莱市红十字
会，签署了《山东省角膜捐献
志愿书》和《山东省遗体捐献
申请登记表》。他的遗体会用
于医学研究，他的眼角膜至少
能够救助2名患者，会让更多人
看到光明。

19日晚，李瑞海因病医治
无效去世，亲属强忍内心的不
舍将老人离世的消息告知相关
部门。20日上午，滨洲医学院和
山东省红十字眼库赶到李瑞海
家里，接收了老人的遗体和角
膜。

“希望有人能因此重见光
明。”李瑞海的亲属说。

据了解，蓬莱市红十字会
自开展遗体、角膜捐献工作以
来，共登记遗体捐献4人，实现2

人；角膜登记12人，实现4人。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 “我们居民楼前污水横溢已
经一周多了，可让居民愁坏了。”20

日，市民张女士反映，芝罘区北环
山里17号附近的化粪池出现了问
题，污水一直流淌了几十米长。

20日中午12点多，记者来到了
北环山里17号附近，路面上流淌着
一条几十米长的污水带，还有股臭
味。可以看到，污水的来源是从靠
近墙体处流过来的。

附近居民张先生说，这种情况
出现一周多了，而且情况时好时坏，
断断续续。“希望赶紧有人能修修。”
附近居民王女士说，污水一直流也
不是个事，希望赶紧给处理好。

随后，记者联系到负责管理化
粪池的烟台市东山房产管理处。工
作人员说，这两天他们一直在调
查，以确定是化粪池堵塞还是出现
了漏点，会尽快处理好。

污水外溢一周多

小区居民犯了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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