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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莒县小店镇牛庆龙叔侄俩，听到救命声后及时赶到

来来不不及及脱脱衣衣跳跳入入水水库库救救出出轻轻生生女女

东风标致 301、308 联袂出击

兄兄弟弟同同心心 必必展展宏宏图图
近日，有相关数据显示，A 级车在乘用

车市场的占比不断上升，现已接近六成。面
对这激烈、需求量日趋庞大的市场，厂商开
始绞尽脑汁抢占竞争高地，很多汽车品牌开
始加大这一细分市场的布局力度，以往单车
独战杀场的局面已逐步发生蜕变。这其中，
东风标致凭借 301、308 双车并行的战略，必
将抢占市场先机。

继 2014 年东风标致品牌造车 125 周年，
东风标致特面向全国推出“十亿豪礼钜献”
大型优惠活动，针对于东风标致旗下全系车
型推出了“半价购车”的超值购车方案。只要
您在活动期间购买东风标致车型，即可尊享
首付一半，一年之后再付一半车款的优厚金
融分期方案，更有 0 利息、0 月供的超值实
惠！2014 年 6 月 22 日东风标致?日照东星限
时抢购会已全新的模式粉末登场：仅仅 1 个
小时到场人数达到 50 余人，短短的十分钟

订车台次突破 20 余台！
东风标致 301 作为针对全球用户需求

研发的首款车型，301 开启了标致品牌全球
车型的“1”系产品矩阵,全新标致 301 的全球
品质、致雅设计、先锋配置三大领先优势，让
其具备了显而易见的热销实力。充分考虑到
中国消费者用车需求的“新生代品质先锋中
级车”，将令沉闷的中级车市场耳目一新。
301 作为“30 岁前第 1 辆车”的首选，为“新生
代”人群提供了经得起考验的超值用车选
择，不光产品本身性价比高，周到贴心的用
车服务，让他们积攒的每一分钱都花的物超
所值；作为“活出味来”的倡导者，301 契合了

“新生代”人群对待生活、对待梦想的态度，
让他们拥有人生第 1 辆车的同时，也与他们
一同开拓自己的未来，作他们梦想成真的见
证者。

东风标致 308 优雅的设计让 308 开在大

街上拥有极高的回头率，308 继承了标致家
族式的大嘴设计，大气、饱满与车头个性张
扬的狮标相得益彰，视觉上极具冲击力。选
择外观风尚、操控出众的东风标致 308，让生
活更加完美。

301 肩负以新的产品线、开拓新兴市场、
并寻找新增长点的使命。308 凭借全新的音
乐营销策略，通过“选择出色，308 乐行动”切
入目标人群。在入门 A 级车市场奠定了良
好的口碑，两款车型通过迎合目标消费者的
喜好，引起了更广大消费者对于东风标致汽
车的关注与青睐，知名度有了显著的提升。

此次 301 和 308 兄弟联手营销模式的分
工合作，全方位满足了他们购车的需求，致
使销量一路飙升，必将大展宏图。

十亿豪礼钜献，夏季半价购车最实惠，
抢购东风标致，就在当下!!快到离您最近的蓝
盒子 4S 店选车吧!!

东风标致 308 内饰

东风标致 301 内饰

紧急通知 55 岁以上老人

★不花钱，免费领取水质检测器★
每人限领 1 个

全市只有 800 个名额

为了让市民能喝到健康、干净饮用
水，不让身体成为污染水“过滤器”。在相
关机构及爱心企业关注下，全民健康饮用
水惠民行动于去年 7 月全国启动。行动第
一步，就是向市民免费发放一种小型水质
检测器 (由沃康环保科技集团赞助的
3WIN99)。

该项行动从上海开始，短短一年多，
已在北京、河北、天津、山东、甘肃、云南、
江苏、浙江的 110 多个城市展开，截止目
前，已累计向市民发放 80 多万个水质检
测器。不少市民反映：水质处理器免费发
放，会有专门人员进行使用及健康用水指

导。拿回家后，通过水质检测器滤芯颜色
的变化，就能了解自家水质的好坏。特殊
滤芯还能滤除水中的重金属、微生物，让
市民喝道健康、干净饮用水。

从 7 月开始，全民健康饮用水惠民行
动第 80 站来到日照。为了让更需要的市
民先行领取，惠民行动规定：首批免费领
取对象必须为 55 岁以上的日照市民。领
取条件还有：(1)本地常住居民；(2)对健康饮
水有一定的需求。凡是符合以上三个条件
的居民，请拨打 0633-2215629 6337189
报名领取。目前，还有 800 个领取限额。请
看到本通知的市民尽快报名！

回家办丧事期间

遇上溺水轻生女

救人的事情过去三天后，牛
庆龙无意间说起来，单位同事才
知道他救人的事迹。牛庆龙今年
40 岁，是莒县国土资源局一名普
通职工。26 日凌晨，母亲去世，他
赶回家给母亲办丧事。27 日下午
母亲出殡后，牛庆龙招呼着村里
帮忙的人一起吃饭。

7 点左右，大家喝水聊天，这
时牛庆龙突然听到离自己家不远
的地方传来“快来人啊，有人跳水
库了”的喊声，他和叔叔牛衍平赶
紧跑了出来。“当时离水库岸边还
有一段距离，就看到水库里有个
人不断往里走，水已经快把人淹
没。”牛庆龙说。岸边的一名老人
告诉他，水里面是个女子。

牛庆龙和叔叔想也没想赶紧
跑到水库岸边，这时水里的人已
经开始挣扎，危在旦夕。由于自己
兜里还装着母亲丧事的一些账
本，牛庆龙就脱掉裤子跳入水中，
牛衍平则直接穿着衣服跳入水
中。俩人都会游泳，下水前俩人还
商量了一下，分别从溺水者东西
方向包抄。

穿着衣服跳入水中

十分钟左右将人救出

由于事发前刚下过一场小雨，
又是晚上，“在里边冻得打颤。”牛

庆龙说。大约三分钟左右时间，俩
人游到该女子身边，俩人想一人一
个胳膊将人架出来，但该女子情绪
非常激动，并不配合。但牛庆龙明
显感觉到，可能是因为呛水太多，
该女子已经逐渐开始失去意识，只
是一种本能的挣扎。

“我们把她往外拉的时候，她
的面部已经有些发紫，非常危险
了。”牛庆龙说。顾不得溺水者挣
扎，俩人一人架着该女子一个胳
膊就往岸边走，由于水太冷，加上
俩人都还穿着衣服游起来也非常
吃力。20 米的距离，平时对俩人
来说就是眨眼功夫，可现在显得
有些力不从心。

用了五六分钟时间，俩人才
把溺水者从水库里拖到岸边，这
时闻讯赶来的村民们已经在岸边
等待着。人救上来后，俩人凭借多
年的游泳经验，拍打着溺水者将
呛在身体里的水吐出来，看到该
女子清醒后俩人才离开。由于回
家比较匆忙，牛庆龙并没有带换
洗的衣服，一直穿着湿漉漉的衣
服等着自然干。

30 日上午 11 点，在牛庆龙的
带领下，记者来到窝疃水库岸边，
水库有数十亩地，由于有人承包
养鱼，水库被挖深了很多，最深处
已经有二十多米。

牛庆龙介绍，他曾在部队当
了十余年兵，水性也非常好。说起
救人，牛庆龙表示当时并没想太
多，“赶紧把人救上来再说，谁遇
到都会救的。”牛庆龙说。

目击者称再晚施救

轻生女子就没命了

据窝疃村的目击者孙元玲介
绍，27 日下午 6 时许，由于下着小
雨就没去地里干活，她和几个同村
的村民在家门口唠家常。这时从村
子北边一个女子气势汹汹地走来
了，“当时以为是外村来走亲戚的，
也没有太在意。”孙元玲介绍。

然而这个女子看着前面有个
水库后，就改变方向直奔水库去
了，到了水库边衣服也没脱，就一
直往水库中间走。孙元玲等人见状
感觉事情不好，立即大喊“快来人
啊，救命啊，有人跳水库里了。”

孙元玲说，当时在场的都是些
上了年纪的妇女，也不会游泳，只
能拼命喊救命。结果有两个壮汉路
过，听到这事后称自己不会游泳就
走开了。“当时看着那女的已经走
到水库中间了，水都没过脖子。”孙
元玲说，如果当时再没有人下水救
人，这女的恐怕就不行了。

该女子被救出后，村民找来衣
服帮她穿上。由于该女子不想说家
庭住址等，村民便拨打了 110 报警，
民警打电话让她的家属把她接走。

6 月 30 日一大早，溺水者的
父母便找到牛庆龙叔侄俩表示感
谢。据了解，被救女子今年 30 多
岁，与丈夫常年在青岛打工，当天
俩人回老家，在路上发生争执，女
子一气之下便做出要轻生的糊涂
事。

叔侄俩救人的过程被村里一小伙用手机拍下。

当时牛庆龙
就从这里跳下去
救溺水女子。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辛周伦

6 月 27 日晚上 7 点左右，在莒县小店镇窝疃村，一名女子因与丈夫起争执，打算在该村的窝疃
水库溺水轻生。回家给母亲办丧事的莒县国土资源局职工牛庆龙，在听到救命声后，立马和叔叔赶
过去，游进水库将轻生女子救了出来。牛庆龙在三天后无意说起，同事们才知道他救人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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