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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谁的的威威海海话话地地道道，，快快报报名名
登陆环翠教育局信息网填登记表，或2月17日前联系5288813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孙玉洁) 11日，记者

从环翠区教育局获悉，即日起，
环翠区语委正式向环翠区征召
威海话发音人，该活动希望热爱
威海话、符合条件的各界人士积
极报名参加，争当发音人，将威
海乡音永久保存。

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是一
个地方特色文化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环翠区跟进国家教育部、
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
声数据库”建设工程，抢救、保护

方言，符合条件的发音人将作为
威海人的代表，把纯正的威海话
留声存照。

据悉，老年发音人出生于
1941年至1950年之间，男女各1
人；青年发音人出生于1971年至
1980年之间，男女各1人；地方普
通话发音人 3 人，年龄、性别不
限。发音人须威海话熟练，身体
健康，思维能力、反应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较强，口齿清楚，发音
洪亮。方言发音人、地方普通话
发音人可兼任。

发音人需在环翠区辖区范
围内、未曾在外地长住(半年以
上)，能说地道的环翠话，家庭语
言环境单纯，父母、配偶均是当
地人且长期在当地居住生活。地
方普通话发音人是指能说普通
话但水平不高的人士(普通话水
平测试相当于三级甲等、三级乙
等、不入级各1人)，未进行普通
话水平测试者也可报名。老年发
音人具有小学以上至高中文化
程度，青年发音人学历不限。

报名者登陆环翠教育局信

息网(通知公告栏)下载《中国语
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威海话发音
人报名登记表》，如实填写。

2月17日之前将《报名登记
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hcpjl@
sina.com，或2月17日之前拨打电
话5288813报名。

专家团队将根据报名材料
进行初选，电话邀请入围人员参
加面试，经面试确定正式发音
人。

正式发音人和候选发音人，
采录验收合格后，由山东省语委

颁发荣誉证书。
遴选发音人，对其出生、生

长、居住地及语言环境有严格要
求。

环翠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工作人员介绍，受经济不断发
展等因素影响，环翠区人员流动
性较大，语言环境受影响，在一
定程度上为遴选发音人带来了
困难。

此次征召区域面向环翠整
个行政区域，包括羊亭、温泉、张
村、孙家疃等。

又见

“订票哥”

9日，哈工大(威海)7名大学生
志愿者到经区出口加工区，通过
电话和网络帮外来务工人员订火
车票,10日，“订票哥”团队把订好
的车票送到工人手中。“订票哥”
志愿服务队队长刘杨表示，将传
递“订票哥”的温暖，继续帮农民
工订票。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鲸园小学
举办感恩讲座

本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江
彩娥)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
养学生珍爱生命、感恩生活的道
德品质，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
成，近期鲸园小学开展了系列感
恩教育活动。如感谢父母养育我、
感谢老师教育我、感谢同学帮助
我、感谢社会关爱我、感谢自然赐
予我。

在“感谢自然赐予我”活动
中，鲸园小学邀请了哈尔滨工业
大学(威海)的志愿者，他们为学生
上了一堂生动的饮用水知识自然
科普课。志愿者从“水的特性、水
与生命、水与生活、节水技巧”四
个方面阐述了水与人类的密切关
系，号召学生学会用水、引用好
水、节约用水，自觉成为爱护环境
保护环境的志愿者。

本报1月11日讯 (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刘韬 ) 1月
10日上午，文登一馒头店的女
员工右手被绞入压面机受伤。
文登消防广州路官兵前往救
援，帮女子脱险。

1月10日上午8时44分，

文登区公安消防大队接到报
警称，文登酒厂对面一馒头店
内，一女员工压面时被压面机
绞住。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看到
妇女右手被压面机的两个滚
轴紧紧卡住，已有皮外伤。

消防官兵用拆卸工具拆
除压面机外部零件，伸入液压
剪扩器扩张机器内的两根滚
轴缝隙，随着缝隙一点点扩
大，救援10几分钟后，女子被
成功救出，现场120急救人员
立即为她做了包扎处理。

压面机“咬”手 消防员破拆救援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
震) 本周前期将持续晴暖的好
天气，气温节节攀升，至14日前
后最高气温可达7℃左右。一股
冷空气将于16日左右影响威海，
预计届时会有雨夹雪，气温有所
下降。但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很快
结束，天气转晴，气温将再次回
升。

12日，晴间多云，北风沿海5
到6级，内陆3到4级，温度沿海-

3℃到4℃，内陆-6℃到4℃，市区
-2℃到2℃。

13日，晴间多云，南风沿海5
到6级，内陆3到4级，温度沿海-
2℃到4℃，内陆-6℃到6℃，市区
-1℃到5℃。

14日，晴到多云，南风短时
北风沿海5到6级，内陆3到4级，
温度沿海0℃到6℃，内陆-2℃到
6℃，市区1℃到7℃。

15日，晴转多云，北风转南

风沿海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
度沿海1℃到6℃，内陆-4℃到
6℃，市区1℃到6℃。

16日，预计有一股中等强度
的冷空气抵达威海，冷暖交替之
下，预计将出现雨雪天气，气温
也将有所下降，预计最高气温在
4℃左右。好在这股冷空气来去
匆匆，预计17日便可转晴，气温
也将再次快速回升。

自9日起，就进入了一年中

最冷的“三九寒天”，但今年的
“三九”似乎不够“给力”，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高，主打“回温牌”，
雨雪天气也鲜有露面。据威海市
气象局的数据统计，1月上旬，全
市的旬平均气温为0℃，平均降
水量2 . 7毫米，相较于常年同期，
旬平均气温偏高1 . 3℃，降水量
偏少了3 . 6毫米。1月中旬，预计
仍是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降水
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前前半半周周晴晴暖暖周周五五迎迎冷冷空空气气
本周前期气温节节攀升，周三时最高气温7℃左右

打砸取款机

醉汉被拘半月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王文华 ) 荣成一
醉汉刘某到银行网点取钱，捣鼓
片刻后自称手机在自动取款机
里，趁酒劲儿，挥拳猛砸取款机。
次日，刘某酒醒自称不记得打砸
取款机一事，仍被拘留15天。

8日19时许，男子刘某到荣
成石岛某银行自动取款机处捣鼓
片刻，开始打砸自动取款机。银行
保安赶来，发现刘某已打碎取款
机的打印条出口，手里正拿着一
沓空白票据。保安控制住刘某并
报警。

荣成市公安局巡警二大队民
警赶到现场，远远就闻到刘某一
身酒气。面对警察的询问，刘某称
自己的手机在自动取款机里，拿
不出来所以要挥拳打砸。刘某满
嘴胡言乱语，民警将其控制约束
至酒醒。次日，刘某酒醒后称前一
晚喝多了，完全不记得酒后打砸
自动取款机的闹剧。20日，因故
意损毁公私财物，刘某被行政拘
留15日。

小偷装醉盗窃
伸手一刻被拍下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于炳权 宋杰 ) 11

日，乳山市某KTV内，一男子装醉
酒盗窃顾客钱财。民警查看监控
找男子将其抓获。男子已被行政
拘留15天。

1月11日凌晨，在乳山青年路
一KTV内，张某去卫生间，一“醉
态毕现”的男子从身后与他撞在
一起，随后摇摇晃晃向大门走去。

张某开始没在意，但随手一
摸裤子后袋，没摸到钱包。张某恍
然大悟，“醉汉”竟是贼，转身追了
过去。男子立即掏出到手的钱包，
扔到旁边的酒桌下。张某将其拦
下，男子竟继续装醉，胡话连连，
躺倒沙发上，赖着不起来。张某报
警，乳山商业街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查看监控，“醉酒”男子盗窃
钱包的一幕恰被拍了下来。

经查，男子姓梁。梁某交代，
他觉得到娱乐场所消费的人肯定
带了不少钱，就以消费的名义进
入KTV，伺机下手。为不引起注
意，他假装醉酒，故意接触目标作
案。梁某已被行政拘留15天。

为了切实推进校园足球的广
泛开展，环翠区教育局因地制宜
制定了五人制足球进校园计划。
为了让同学们对足球有更多的了
解，近日鲸园小学将室内与室外
课相结合，室内课以理论知识的
学习为主，室外课则对学生进行
足球技能训练，让学生全员了解
足球，亲近足球，进而走进足球。

戚玉华
新年伊始，高区国税局喜讯

频传，先后荣获省级文明单位、市
级青年文明号、巾帼文明岗、廉政
建设示范点等多项荣誉称号。同
时，为查访吃拿卡要等不廉行为，
该局全年电话访问纳税人200余
户 次 ，纳 税 人 总 体 满 意 率 达
99 . 67%，在全区驻区单位中名列
前茅。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谭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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