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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2月25日讯（记者
韩晓婉 通讯员 李英杰） 省
残联在济南召开全省残联工作视
频会议，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从会上获悉，2021年，全省各级残
联将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项重大任
务，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
扶机制，确保残疾人稳定脱贫。

认真办好免费康复救助3万
名残疾儿童、建设300个残疾人服
务综合平台“如康家园”两项省重
点民生实事，切实解决残疾人实
际困难。认真完成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定点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国
家试点、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国
家试点、省残联10个创新项目试
点三项创新任务，探索符合实际
的新经验新做法。

扎实开展高标准编制残疾人
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稳步推
进残疾人就业、深入推进残联改
革、积极推动“智慧残联”建设四
项重点任务，夯实残疾人事业高
质量发展基础。

谋划推动山东特殊教育职业
学院新校区建设、举办“齐鲁残疾人
工匠”大赛、举办第十届全省残疾人
艺术汇演、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
演、参加东京残奥会、全国第十一届
残运会等重大项目活动，推动我省
残疾人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济南2月25日讯（记者
程凌润 实习生 张晓晨） 2月
25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济南市城区取水水源普查自备井
封停攻坚行动暨市民泉水直饮工
程推进工作动员大会上获悉，今
年6月底前，济南市将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取水水源专项普查，封停
76眼自备井，并且力争年内各区
开工建设2-3个泉水直饮项目。

据了解，济南市将利用3年时
间分类分期封停城市建成区内自
备井。其中，2021年6月底前，济南
市将封停先期确定的76眼自备
井，12月底前封停现状公共供水
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井。

今年两会期间，济南市公布
了2021年为民办22件实事清单，其
中“实施市民泉水直饮试点工程”
位列其中。2月22日发布的《济南市
市民泉水直饮工程实施方案》明
确指出，济南市市民泉水直饮工
程实施范围为历下区、市中区、槐
荫区、天桥区、历城区、济南高新
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会议上，济南市副市长王京文
称，济南市力争年内每个区开工建
设2-3个泉水直饮项目。同时，要在
公园、车站、广场等公共区域，积极
推进便民泉水直饮设施建设。

济南泉水直饮工程将采用何
种形式推进呢？济南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旗下济南普润水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洪波称，目前有入户
管道供水模式和小区（单元楼）售
水机模式。“采用终端机取水模式
的则不用出纳管网建设费用，只
需小区提供终端机位置即可。”高
洪波说，采用直饮水进户模式的
住户将承受不到3000元的室内管
道建设费用，具体费用按照“一事
一策、一事一议”方式进行收取，
水价为0 . 3/升，较市面桶装水便
宜三分之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见习记者 武鑫悦

1月30日晚8点57分，临沂兰
陵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
报警，兰陵县顺和路东段有人坠
河。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时注意
到，已经有人出手救助落水者，
多方共同将落水者救上岸。2月3
日下午，为褒奖热心人接力相
救，为最终救援赢得时间，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决定联合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授予热心人之一
杨涛以及更早参与救援的另一
名男子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并予
以奖励共计5000元。

杨涛介绍，在他参与救援
时，看到已经有人下到桥下拉住
了落水者，可是因为现场紧张，
他只注意到那名施救者大约身
高1 . 75米，年龄30岁至40岁，听
口音也是兰陵当地人。遗憾的
是，因为救人现场光线昏暗，未
能查找到那个身影到底是谁。经
过多方探访，2月25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获悉，要找的
另一名施救者是兰陵县城关派

出所副所长郑子彬。
“报警人说是有人落水，抄

起手头现有的绳索等救生工具，
带着6名值班队员就赶过去了。”
郑子彬介绍，事发当天他在派出
所值班，到达现场后只有报警人
在现场，而落水者已经被水流冲
到接近涵洞的位置。如果落水者

被冲进涵洞后果不敢想象，幸运
的是落水者下意识地抓住了一
根筷子粗细的线缆，但是线缆随
着水流浮浮沉沉，已经被冻僵的
落水者还是有生命危险。

郑子彬立即安排队员寻找
周围可利用的工具。先是找到一
根约4米的长杆，本想让落水者

扶着杆子往回游，他在岸边接
应。但落水者已经被冻僵，无法
配合救援。眼看形势危急，这时
同事从附近超市借来了一个折
叠梯，梯子从岸边伸向水面后，
郑子彬下水救人。

“当时水流冲力很大，水又深，
我们借来的梯子四五米长，垂直
九十度立着。河里还有淤泥，站在
梯子上一使劲，梯子就往下折坠。
水在我脚脖子上来回翻腾，如果
梯子突然往侧边倒，我们俩都不
安全。”站在梯子上也够不着落水
者，郑子彬拽着落水者手里的电
缆线往岸边拽。看到落水者渐渐
靠近，郑子彬一把抓住他的衣袖。

就在郑子彬和同事全力救
援时，发现险情的热心路人杨涛
也参与到救援中，并顺着桥下的
线管，协同郑子彬让落水者头部
保持在水面之上。

“不管是职务所在还是下班看
到，咱都得出手相救。”郑子彬说，
之后他看到了相关报道以及“寻
人”信息，但觉得这是分内事，知道
落水者被送到医院救治已经脱离
危险，所以不想再“抛头露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闫丽君

发现老人出游迷路
救援队员陪着看海

“22日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和
其他两位队友孙伟和周旭杰开车
路过昌升商贸城附近时，看到路
边一位背包的老人正蹒跚赶路，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哪里不得
劲。”24日下午，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辗转联系到视频中的蓬莱
民兵救援队队长薛宪波。他告诉
记者，当天他和队友在搬家路上
看到老人后，凭经验感觉老人疑
似走失人员，就赶忙把家具放到
目的地后返回原地找老人。

20分钟后，当薛队长他们返
回昌升商贸城原地时，已经不见
老人。他们四处寻找，最终在芝山
路上看到老人。停车询问得知，老
人叫刘晨春，今年74岁，来自武
汉，当天一早从青岛坐火车到蓬
莱看海，结果从早上7点多到蓬莱
一直到下午4点也没找到大海，也
找不到火车站了，而老人身上只
有60元钱，舍不得打车，就这么一
直在路上不停地走着。

见老人冻得瑟瑟发抖，队员
们立即让老人上车，打开暖风让
老人取暖。和老人进一步沟通得
知，老人买了第二天回武汉的火
车票，23日早上9点前必须赶到青
岛乘车。于是队员们马上联系蓬
莱汽车站，得知已经没有发往青
岛的班车，又驱车带老人到蓬莱
火车站，结果火车站售票处和大
厅都锁着门，只能驱车前往青岛。

考虑到时间还比较充裕，队
员们便商量先满足老人的心愿，
开车带着老人来到海边，给老人
讲讲蓬莱故事，看看大海风光，
并给老人拍照留念。

蓬莱好人接力
助老人返青并入住宾馆

眼看已是下午5点多，气温
继续下降，队友们便根据老人随
身携带的电话本找到老人女儿
的电话，根据老人女儿意愿，拨
打110电话向警方求助。很快，蓬
莱市公安局旅游度假区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处警。

经与老人女儿协商，民警和
救援队友们帮老人找到去青岛
的出租车，并特意叮嘱司机，一
定要把老人送到在青岛住的宾

馆。晚上9时左右，薛宪波收到出
租车司机回复——— 老人已经安
全返青并入住宾馆。

“祝福老人一路平安。”薛宪
波说，蓬莱紫荆山街道民兵救援
队是以紫荆山街道基干民兵为
基础组建的公益救援队伍，于
2018年6月成立，两年多来，开展
了不少义务救援活动，其中老人
走丢的救援案例就高达160余
起。所以谈及此事，薛宪波并没
有觉得自豪，反而强调更多的是
呼吁大家一起关爱老人。

记者也联系到老人女儿刘
瑛，得知老人目前还在青岛，但
是已经得到妥善安置。电话中，
刘瑛告诉记者，父亲一直有个到
处旅游的心愿，加上他年事已
高，年前又被绊了一跤，所以大
年初三，父亲就执意一个人出
门，到处去走走看看。

“父亲很固执，拉也拉不住，
也不让我们跟着。”刘瑛表示，父
亲年事已高，对于他离家旅游这
件事，也是很牵挂担心，然而这
一路，却也让她很放心。

十天来老人一路游玩
一路有好心人关注

“他没有手机，但是这十
天 的 行 程 我 们 基 本 都 能 知
道。”采访中刘瑛说，从深圳、
珠海、桂林一路向北到了山东
青岛、蓬莱。父亲这十天走过
很多地方，从南到北，她都了
如指掌，也全靠了这一路的好
心人。原来，刘晨春老人每到
一个地方总有人关注关心，并
及时与他的家人取得联系问
询，这让刘瑛很感动，也很踏
实。

“父亲电话中说，这次在蓬
莱多亏了几个小伙，蓬莱人蛮好
的，要不是这几个好心人，怕是
要冻僵在街头了。”

“他们很专业，一个老人在
路上行走，一般人很难想到是遇
到了困难。”刘瑛一再和记者说，
从22日下午之后，薛队长就一直
和她保持联系，时刻关心老人的
动态，这让她很感动。

暖心的举动，薛宪波和他
的队友赢得了社会的关注，也
赢得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项
目组的认可。2 4日，阿里天天
正能量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为蓬莱善心好人薛宪波、孙
伟和周旭杰颁发五千元奖励及
证书。

仨蓬莱青年陪迷路武汉老人看海
陌路相逢细心又暖心，他们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

春寒料峭，山东蓬莱，
三位青年男子一个平常的
举动捂热了一位七旬武汉
老人的心，还赢得了阿里
天天正能量的奖励。究竟
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2月
22日下午，一则“武汉老人
在蓬莱迷路一天，多方接
力助老人回家”的短视频
说起。

山东将免费康复救助

3万名残疾儿童

封停76眼自备井

济南力争年内开建
2-3个泉水直饮项目

男子夜间落水，两拨热心人相救
两名好汉同获天天正能量奖励

临沂兰陵一男子夜间落水，先后有两拨热心人施救，最终为成功
救援赢得时间。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给予正
能量奖励，起初只找到一名热心人。2月25日，经过记者多方探寻，终
于获悉最先施救者是兰陵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副所长郑子彬。

陪武汉老人看海。

受访者供图

城关派出所副所长郑子彬救人场景。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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