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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热线

马马上上能能卖卖钱钱了了，，33亩亩黑黑松松成成““焦焦炭炭””
莒县一农户遭遇“飞来横祸”,怀疑人为纵火

醉汉吐脏出租车

还把钱包落下了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李玉
涛 通讯员 赵乙杰) 记者从开
发区建设局获悉，供水部门加大
水源巡查保护力度，每周取水样
进行常规化验，全力确保春季供
水安全。

据了解，开发区供水公司针
对春季城市供水形势，科学分析
供需水实际，制定周密的供水生
产方案，进一步健全城市供水应
急预案，全力保障春季城市供水
安全。

该公司组织力量加大水源巡
查保护力度，保持设备完好率
100%。进一步加强了水质净化管
理，对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进
行严格监测和加氯消毒。组织有
关技术人员对城区供水管网、井
阀门、变压器配电机组及附属设
施进行全面检查和维修。

据介绍，该公司加强了人员
值班制度，确保24小时安全供水，
做到管线随坏随修，用户随叫随
到。

开发区供水公司

全力保春季供水

本报 2 月 2 6 日讯 (记者
李玉涛 ) 莒县陵阳镇西上

庄村村民林德刚至今仍对 6

天前的那场大火记忆犹新。19

日下午，他的 4 亩黑松苗就要
有收成了，不想一场大火烧光
了近三亩，他怀疑是有人纵
火。

26 日上午 10 点左右，记
者来到林德刚家的苗木地。该
地位于莒县新东外环与 3 3 5

省道交会处东北方向。整块地
约有 4 亩，南头的黑松苗郁郁
葱葱，长势喜人，但放眼望去，
中间和北部的大片黑松苗都
被烧焦，只剩下一棵棵光秃秃
的枝干突兀地矗立着。枯黄的
枝干与没被烧到的青绿色黑
松苗形成鲜明对比。

“ 1 9 日下午 2 点多开始
烧的，我 2 点 3 6 分接到的电
话。”林德刚说，当时一位阿姨
在附近的麦子地里挖荠菜，看
到黑松苗起火，随即告知了西
上庄村的村民。几经辗转，电

话才打到林德刚这里。
“当时我开车从县城往地

里走，隔着好几里路就能看到
烟，但心里不确定是不是我们
家的地。”林德刚说，看到正是
自家的黑松苗着火了，他当时
心里的念头是“完了，完了，全
完了”。

据介绍，该地约有 4 亩
多，地长约 180 米。整块地大
约有 2 万棵黑松苗，是 2 0 1 1

年种的，明年就能卖了。记者
看到，除了中间和南头的两小
块没烧，其余的黑松苗几乎都
被烧了。“眼看着明年就能卖
了，一下子都被烧没了，看着
真心疼啊。”父亲林明亮说。

“我赶到地里的时候，火
势还很大，真是狼烟滚滚。”林
德刚说，随即他就拨打了 119

和 1 1 0 。记者看到，该地东侧
为一块麦子地，临近黑松苗的
麦子都被烤得发黄。

据介绍，该地正面临土地
流转，若是流转出去，村里估

计要给予一定的赔偿。“这下
烧得都差不多了，具体能赔多
少也不好说了。”林德刚满脸
愁容地说。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越来
越多的人来到地里。大部分人
都怀疑是人为纵火。“苗子都
是鲜的，根本不可能成片地着

火，一般都是哪地方着火，哪
地方就灭了。估计是有人给泼
了油。”一名村民说。

记者从莒县消防部门了
解到，1 9 日下午 2 点 4 5 分，
他们接到报警，3 时许到达火
灾现场，3 点 15 分将火扑灭。
具体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长信·书香河畔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开工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正月
年味还未过去的时候，长信集
团旗下书香河畔项目工地现场
已经是一片热火朝天了，记者
看到施工塔吊已树立完毕，各
大建筑公司正紧锣密鼓的施工
中，头戴安全帽的施工人员正
合力把钢筋归类堆放，基槽施
工也已接近尾声。据工作人员
介绍，公司董事长近期每天都
会到工地现场检查工作，多次
开会要求严抓质量、快抓工期，
要求全力将书香河畔打造成长
信集团的样板小区。另据销售
人员介绍，书香河畔近期即将
新推出多层、小高层、复式洋房
等多种产品，面积有 70 多平米
两室、100-120 平米三室、140

平米左右四室、2 0 0-40 0 平米
复式带小院等。

在莒县新东外环与 335 省道交会处东北方向，林德刚种了约 4 亩黑松苗，已经有三年
了，明年就能有收成了，但 24 日，记者却看到，地南头的黑松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中间
和北部的大片黑松苗都被烧焦，只剩下一棵棵光秃秃的枝干突兀地矗立着。

看着被烧焦的黑松苗，林德刚的父亲很是心疼。
本报记者 李玉涛 摄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徐
艳 通讯员 傅伟 赵理想 )

2月26日凌晨2点，一辆轿车
突然撞向植物园南门的值班岗
亭，致使岗亭内的一名保安受
伤被困。最终，消防特勤中队的
民警通过破拆等手段用时15分
钟将被困者救出送往医院。

2 月 26 日凌晨 2 点，日照
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接到

报警：在日照市植物园南门，一
辆轿车冲撞南门值班岗亭，造
成一名保安人员受伤被困，要
求紧急救助。特勤中队接到命
令后紧急出动一部救援车、一
部水罐车和 14 名官兵赶赴事
故现场。

到场后，消防官兵经过查
看，发现一辆轿车将岗亭撞击
严重变形，一名保安被撞受伤

并且被困其中，脸上、腿部都流
了大量血，中队官兵首先小心
清理岗亭易伤人的玻璃碎片，
然后利用扩张钳、剪切钳对变
形岗亭进行扩展空间并剪切铝
合金板面，大约用了 15 分钟的
时间将被困保安给营救出来，
并移交现场医院救护人员紧急
送往医院。

事发时该路段路灯通明，

照明度、可见度良好，道路宽
阔，没有其他车辆，为何轿车能
够直接撞到岗亭呢？据附近群
众反映，该司机可能存在饮酒
情况，所挂车牌为外地车辆，对
日照街道情况不熟悉，是导致
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随后，这
名司机被当场移交公安部门处
理，这起事故也在进一步处理
中。

凌凌晨晨两两点点，，轿轿车车撞撞扁扁岗岗亭亭挤挤伤伤保保安安
日照消防破拆营救紧急送医

本报 2 月 2 6 日讯 (记者
徐艳 ) 19 日下午，新营中

学的 3 名学生在放学回家途
中捡到一张退伍证，退伍证夹
层内还有一千余元的现金，孩
子们把证和钱都交给了学校
政教处。

新营中学政教处的金老
师最近几天一直在忙活一件
事，那就是寻找一名叫“谷利”

的退伍兵。
金老师说，20日上午，他们

学校初一部的三名学生来到
政教处办公室交给了他一张
退伍兵证，在证件内还夹着一
千多元的现金。

三名学生告诉金老师，这
些是他们19日下午放学时在新
玛特购物广场西边的路边捡
到的，希望老师能帮忙找到失

主。
“这三名学生分别叫费

鹏、费飞和李想。”金老师说，
费鹏和费飞是一对双胞胎兄
弟。

退伍证上的信息显示，失
主名叫谷利，1989年出生，菏泽
巨野县人，2011年12月1日在湖
北武汉当兵，2013年12月1日退
伍。

“我们猜测失主应该是来
日照游玩或走亲朋时不小心
丢的。”

“今天我们已经联系到了
巨野县武装部，武装部方面称
如果‘谷利’退伍后曾来武装
部报到，他们应该能查到他的
联系方式。一旦联系上失主

‘ 谷 利 ’就 一 定 会 跟 我 们 联
系。”金老师说。

““谷谷利利””的的退退伍伍证证里里夹夹着着千千元元现现金金
新营中学三名学生拾金不昧上交学校寻失主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彭彦
伟) 25日晚9点左右，上海来日照
做生意的刘海生喝醉酒后，打车
时呕吐了，还将包落在出租车上，
包被出租车司机曹磊发现后，完
璧归赵。

26日早晨9点，刘海生拿到钱
包时一个劲对司机曹磊表示感
谢，“我现在也记不清当时包是怎
么丢的，昨晚喝太多了。”刘海生
说，他是从上海来日照做生意的。

“25 日晚上喝完酒，我就打车
走了。”刘海生说。

“我把刘海生送到目的地后，
他酒劲上来了就是不下车，而且
还吐在了我的车里，我不得不把
他扶回了房间。“曹磊笑着说。

随后，曹磊前去清理车，就在
这时他发现在车座底下有个黑色
的包。曹磊估计包是刘海生的，第
二天他把包送到公司。

26 日，日照大众出租车公司
收到了曹磊送来的包，发现包内
有现金 3800 多元，还有身份证等
各种证件。随后，公司通过包里的
名片联系上了刘海生，“我打电话
的时候刘先生还不知道自己包丢
了。”曹磊说。

“我今天还着急去青岛出差，
真是太感谢了，所有证件都在里
边，若丢了什么事都没法办了。”
刘海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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