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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不懂方言的河北小伙到群众眼里“土生土长的荣成人”

“帅哥警官”4年没回家过年
文/片 本报记者 冯琳 通讯员 卢旺龙

微黑的皮肤，瘦削的脸颊，俊朗的五
官，时不时露出阳光的笑容。这就是荣成边
防大队港西边防派出所的民警李雪松。26
岁的他已经在荣成基层边防派出所工作5
年。港西镇的村民都亲切地叫他“小李”，也
有人喊他“帅哥警官”。当记者问他26岁生
日的愿望时，他想了一会儿后缓缓地告诉
记者：“2012年春节，我想和爹妈一起过。”

一个人管444条渔船

荣成边防大队港西边防
派出所所长张宝来说，李雪
松有个特殊的职责——— 负责
边境管理。港西辖区444条船
全由他一个人登记资料，可
是他仍然游刃有余。

刚开始时，因为工作需
要渔船民们出示身份证及船
上证件等，有些固执的渔民
偏偏不出示。李雪松说就得
动用各种办法劝说，既要当
面劝说他们遵守规定，还得
找村里骨干帮忙做思想工
作。平时一有时间，还要到码
头跟他们闲聊，以培养他们
对自己的信任度。到现在，李
雪松和渔船民们熟络了后，
他们大都比较配合走访。

除了管理渔船外，李雪
松还常常帮群众解决一些问
题。两周前，辖区内一位老人
迷路，由于精神不太好，老人

记不住家里的地址，李雪松
和他一位同事询问了辖区内
几个村子后，才将其送回家
中。恶劣天气造成居民家中
漏水或被水淹等情况时，他
主动帮村民排水。有些村民
遇 到 问 题 后 ，有 时 不 拨 打
110，直接拨打李雪松的电
话。

李雪松一天24小时都开
机，因为很多事在凌晨发生，
接到出警电话后就得马上赶
到事发现场。有一阵他连续7
天凌晨出警，每天睡眠不超
过4小时。李雪松说，有时真
希望能有一天可以关掉手
机，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就睡
一觉。

当记者问他26岁的生日
愿望时，他想了一会儿，缓缓
地告诉记者，2012年春节，他
想和爹妈一起过。

大年三十也出警
14日上午，记者在荣

成港西派出所见到了李
雪松。他的屋内只有一张
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大堆
工作资料及学习材料。李
雪松的笔记本敞开着，这
是他没记完的工作。

当天恰好是小李的
生日，不过他说：“不用庆
祝，上大学后已经有9年
没在家里过生日了。”

2008年至2011年的春
节，李雪松全在边防派出
所的办公室里度过。“每年

春节，在办公室里煮点水
饺吃，看春节晚会，只是家
人却不在身边。”说到这里
李雪松脸上有一丝触动，
笑了笑不再多说。

2008年大年三十的晚
上，李雪松在等赵本山的

小品，不料晚上11点半，人
和镇码头村一村民举报说
自己的车子被砸了，李雪
松马上赶到现场。到凌晨1
点，李雪松解决问题后赶
回所里，那时赵本山的小
品早就演完了。

努力学习“荣成话”
2 0 0 6年7月从公安

海警学院毕业，李雪松
被分到荣成边防大队人
和边防派出所，2010年5
月，被调到荣成边防大
队港西边防派出所。他
说：“我很喜欢和当地群
众接触，他们给我亲人
的感觉。”

刚来荣成时，李雪
松 一 点 都 听 不 懂 当 地
话，每次做笔录都要反

复问对方同一个问题。
因为不懂方言，他还闹
了不少笑话。

2006年夏天，李雪松接
到报案电话，对方说“有人
的头被打碎了”。李雪松当
时一惊，头都被打粉碎了，
那岂不是太严重了。他急
忙赶到现场，发现只是有
人的头部受伤了。在场群
众告诉他，荣成话里说的

“头打碎了”，只是指头被

打出血了，而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粉碎。李雪松这
才松了口气。

李 雪 松 决 定 学 好
“荣成话”。他利用周末
去市里上网搜荣成话素
材及视频，平时与群众
闲聊时，也不时跟着重
复记忆。还有许多热心
群 众 见 他 对 方 言 感 兴
趣，都自告奋勇地教他
说方言。

李雪松还现场给记
者秀了几段简单的荣成
话，并自豪地说：“现在有
不少村民都觉得我像土
生土长在这里的呢。”

李雪松每天都去村
里走访，跟许多村民都
很熟络。有时接近中午
时，村民们都会邀请他
留下来吃农家饭。李雪
松说，往村民炕上一坐，
我真有回家的感觉。

短信提示多扣500元？

其实这是个诈骗信息

本报威海12月15日讯(记者
林丹丹 齐璐) 市民齐女

士收到一条短信，提示齐女士
已经从他的信用卡上扣除了
1200元。但齐女士刚刚只花了
700元，这是怎么回事？

刚在淘宝网上用信用卡
买了700元钱东西的齐女士，突
然收到了一条短信：“客户通
知：您的信用卡费1200元，已从
您的账上扣除，请注意还款日
期，详情咨询0**(信用卡中
心)。”这让齐女士很惊讶，她赶
紧打电话咨询办理信用卡的
中信银行，发现还款的费用为
700元，而不是短信中所说的

1200元。
中信银行工作人员马女

士说，其实这是一个诈骗短
信，由于即将过年，不少市民
都会收到类似的短信，即使
没有办理信用卡的用户，也
会收到这样的短信。

马女士提醒说，市民尽
量不要拨打短信中的详情
咨询电话，这里面可能会有
各种扣费的陷阱。诈骗短信
中并未明确提出是哪家银
行办理的信用卡，同时发件
人也是个人号码，这种情况
一般不会出现在银行服务短
信中。

只是给苹果包个塑料袋

在平安夜每个能卖5块钱
本报威海12月15日讯(记

者 王震) “我们得赶着平
安夜之前卖点平安果。”15
日，一位在大学内出售平安
果的学生说。很多学生不惜
高价买一个精美苹果送人，
致使苹果价格翻番，最便宜
的也要5块钱一个。

15日，记者走访了威海
市区内几所大学了解到，学

校内的宣传栏都张贴出售平
安夜苹果的广告，平安果中
档10元一个，高档18元一个。
橙子15元一个。平安夜苹果
包装奢华，一个普通的苹果
加上纸盒包装后价格翻倍，
有的就是用透明的礼品塑料
纸一包，然后上面加个塑料
花，一个苹果立马能卖到5元
钱。

长臂猿住进暖房治感冒
还请来儿科医生给它输液，目前康复状况良好

本报威海12月15日
讯 (记者 冯琳 通讯
员 丛文考) 一周前，
西霞口动物园5岁的长
臂猿“毛毛”得了感冒，
被饲养员送进25℃暖
房，与鳄鱼和蟒蛇们住
在一起，享受着特别看
护。14日，记者在动物
园看到，毛毛身体已基
本康复，择日将回到自
己的住处。

毛毛之前一直和
两只同龄的小狒狒住
在一起。6日，因发现毛
毛有咳嗽、流鼻涕的病
症，西霞口动物园的工
作人员便把毛毛转移
到了只有鳄鱼、乌龟和
蟒蛇才可享受的“高温
暖房”。自从感冒以后，
毛毛对饮食总是提不
起兴趣，填进嘴里的橘
子、橙子总是被毛毛嚼
了两下便吐了出来。工
作人员很犯愁，除了拿
各种各样的水果给毛
毛换着吃，还拿一些面
包、核桃这些它不常吃
的来试着引起它的食
欲。

毛毛不仅在饮食
上享受到了特殊待遇，
因为久病不愈，动物园
还为毛毛请来了西霞
口医院的儿科医生，并
将其搬进暖房。因为性
格本来就温顺乖巧，加
上一个周的打针吃药，

对于医生的看诊，毛毛
还是很配合的。现在毛
毛每天上午要输液一
个半小时，因为它对食
物和水总是兴趣寥寥，
医生便将葡萄糖添加
进感冒和消炎的药里，
以保证毛毛的营养。感

冒的毛毛几乎一整天
都在睡觉，即使在输液
的一个半小时，也是不
停地打哈欠。

14日，暖房里的毛
毛活蹦乱跳，医生说再
过几天，毛毛就可以回
自己的住处了。

▲李雪松 (中)

帮助群众排除积
水。

李雪松正在
走访辖区群众。

长臂猿毛毛在接受医生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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