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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30余人上山搜救又扑空了！
迷路驴友报警后自行下山，两周来连发三次，救援人员屡屡扑空

本报6月7日讯 (通讯员 刘海
青 车璐 记者 刘腾腾) 山中
迷路后慌张报警，当30余名救援力
量集结完毕准备进山搜救时报警
人却已自行下山。6日晚，崂山警方
接到报警后准备搜救时扑空，而在
两周内已经接连发生三起类似的
事件。民警呼吁驴友在户外探险时
一定要做好充足准备，规范自己的

行为，不要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6日下午5点半，崂山警方接到

市民李先生报警，称他和三名朋友
爬崂山，爬到迷魂涧一带时迷路
了。眼看天就要黑了，只好报警求
助。崂山警方调度30余名搜救人员
在山下集合，从五个方向上山分头
搜寻。然而，就在搜救队伍准备登
山时，李先生打来电话称已找到下

山路。
近年来，随着登山、探险等户

外运动的火爆，驴友遇险的事故也
日趋增多。崂山警方根据接警情况
初步统计，近三年山中迷路遇险报
警数达276起，被困人数638人，出动
警力合计2820人次。

“我们经常会接到游客擅走野路
被困的求助报警，光我们派出所每年

就会接到30多起，其中有将近三分之
一是报警人报警后发现可以下山的
情况，民警最后只得无功而返。”沙子
口边防派出所民警李庆玺介绍，在最
近两周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三起迷路
驴友报警后自行下山，让救援人员搜
救扑空的事件。

“每次搜救少则投入十余名警
力，多则投入三四十人，每次至少

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在荒山野岭
找到被困游客。”李庆玺说。除了警
方，消防、蓝天救援队、风管局和部
分村民也会投入很多人力参与救
援。“希望驴友们在进行户外运动
时一定要做好充足准备，规范自己
的行为，遵守景区的规定，不要因
为个人的疏忽大意，给公共资源造
成浪费，让亲友和同事担心。”

近日，胶南供电公
司组织工作人员设立咨
询台，向过往群众发放

电力宣传资料，讲解居
民阶梯电价政策，让客
户交上明白费。

胶南供电：宣传电价政策

夏收在即，胶南供
电公司提早对变电站、
输配电线路进行负荷预

测 ， 及 时 处 理 各 类 隐
患，确保“三夏”期间
可靠供电。 (张晓虹)

胶南供电：强化“三夏”用电管理

胶南供电公司不断创新
服务方式，为学生、孤寡老
人以及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爱

心服务，切实帮助弱势群体
解决用电困难。

(张晓虹)

胶南供电：“善小”服务弱势群体

国家电网山东莱西市供
电公司积极开展廉洁高效供
电所建设，实现供电所廉洁
高效管理常态化，并制定有

效方案，使供电所重要岗
位、安全生产等风险点一目
了然，有效提升了企业管理
服务水平。 (赵秀海)

莱西供电:深化廉洁高效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6月7日讯(通讯员 栾云海
记者 刘腾腾) 5日晚，一条身长两米、
直径约三四厘米粗的毒蛇钻进惜福镇的
李女士家中，引起一家人的恐慌。民警赶
到现场后，徒手擒获了这条毒蛇。

5日晚9点4 0分左右，家住惜福镇
后庄村的李女士起床喝水，刚走到厨
房的水缸旁边，就看见门缝里卡着东
西，她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条身长两
米、直径约三四厘米粗的蛇卡在了门
缝里，李女士见状惊叫一声跌坐在了

地上。担心正在坐月子的女儿受到惊
吓，李女士急忙报警求助。

惜福镇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发
现，李女士家的房门门框是木制的，因
为年久失修，门框底部被腐蚀出一个
洞，这条蛇是从这个洞爬进屋里来的，
却不巧被门缝卡住。民警找人拿来铁
锨想将毒蛇铲死，但老人受风俗影响
不同意。民警只好将蛇活捉。

由于蛇的一半身子都可以活动，
所以被咬的几率很大，民警先让同事

用铁锨摁住蛇的身子，固定住蛇头，又
让李女士找来一个尼龙袋，然后戴上
防割手套戴慢慢靠近毒蛇，趁蛇不注
意的时候，一下抓住蛇头部将它装入
袋内。经林业局的专家鉴定，这种蛇俗
称土灰蛇，是毒蛇的一种，如果咬到人
后果不堪设想。

民警提醒，夏季是蛇出没的高峰
期，尤其是四周环山的山村平房容易出
现蛇，农户平时要锁好门窗防止蛇进
入。

7日上午，崂山区海
洋与渔业局在沙子口渔港
集中销毁了 1 0 0 0余具地
笼。据介绍，地笼的网眼
细密，可将鱼类幼苗一网
打尽，对海洋渔业资源危
害极大。休渔期间，执法
人员还将加大巡查力度。

本报记者 陈之焕
本报通讯员 任滨

摄影报道

烧地笼

毒蛇夜闯民居，民警徒手擒获

4月以来，国家电网胶
州市供电公司建立了基层
通讯员周工作例会制度，
共召开部室、供电所重点

通讯员培训班4次，培训人
员45人次，有力提高了基
层通讯员的宣传意识和文
字写作水平。 (王晓静)

胶州供电：建立基层通讯员周例会制度

近年来，国家电网山东
莱西市供电公司积极部署
95598光明服务工程，实施
“美丽彩虹·电力管家”服

务，全力推进城乡供电服务
优质、高效，让城乡居民用
上满意电、放心电。

(赵秀海)

莱西供电：优质服务 保障民生

边开车边接电话

高速路上翻了车
本报6月7日讯(通讯

员 张晓东 潘龙 记
者 邱晓宇) 7日，淄博
的姜女士开车时接电
话，导致汽车撞上高速
路边的护栏原地掉头侧
翻。路政部门提醒，高速
公路上遇急事，要先将
车辆停靠到紧急停车
带。

7日8点40分，来自淄
博的姜女士从青岛驾车
返回淄博，当行驶至青
银高速116K+800M(昌邑
饮马镇界)北侧时，姜女
士着急接听电话，一分
神居然让方向盘失了
控。她所驾驶的本田轿
车直接撞上了路边护
栏，由于车速比较快，在
受到撞击后车辆原地掉
头侧翻，正是护栏起到
了缓冲作用，姜女士的

汽车才没有冲下路边。
由于车辆侧翻在路

上，驾驶室车门被压在
下面，姜女士被困在里
面不能动弹，加上剧烈
的撞击，姜女士吓得在
车内大声哭喊，幸好过
路的司机看到事故发生
后急忙帮助她报警。

青岛路政大队值班
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赶
往现场，组织人员对事
故现场设立警戒标志，
同时帮助姜女士打开副
驾驶车门，把她从副驾
驶车门处拉出，路政人
员看到姜女士手臂被划
破血流不止，随即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请求急
救人员前来包扎疗伤，
同时安排专人在来车方
向指挥交通，避免二次
事故。

屋外民警上门抓贼

屋内小偷谎称保安
本报 6月 7日讯 (记

者 刘腾腾 通讯员
武锋 ) 明明是小偷

还硬说自己是保安，
见民警打算进公司查
看情况还百般阻拦。5

日，这名窃贼在一家
公司得手后准备离开
时遇上民警，就谎称
自己是公司保安，但
很快就被民警识破。

5日晚9点10分，延安
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有一男子用砖头砸坏同
山路上一家公司的玻璃
门入室盗窃。民警随即
赶到现场，只见这家公
司的玻璃门破了，里面
只有一名男子。面对民
警的询问，男子自称是
公司的保安，刚刚有事
离开了，回来的时候就
发现玻璃门被砸了。当
民警提出想要进去查看
时，男子百般阻拦，声
称公司没啥损失，让民
警“不用操心了”。

这名“保安”的可
疑表现引起了民警的怀
疑。于是，一名民警将

男子控制，另一民警进
入公司内查看。只见办
公室里被翻得乱七八
糟，房间内一片狼藉。
男子见事情败露，突然
发力挣脱了控制迅速逃
跑。两名民警追出100多
米后将他抓获。民警在
他身上搜出2000多元现
金，还在附近一辆面包
车上发现男子藏匿在此
的两台笔记本电脑以及
四台显示器。民警随即
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审
查。

嫌疑人王某供述，
他于今年4月从老家河
南来到青岛打工，但身
份证不慎丢失就没找到
工作。6月5日晚，王某
喝了七八斤啤酒后，溜
达到同山路上，见到这
家公司无人看守，就借
着酒劲将门砸碎入室盗
窃，然后又撬开附近的
一辆面包车，将偷来的
物品搬到车上，没想到
离开时遇上民警。目
前，王某已被警方刑
拘。

生前乐观生活，死后爱留人间
73岁的老人高思强去世后捐献遗体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 吕璐 ) 7日
凌晨1点30分，和癌症战斗了将近4年
的青岛老人高思强在家中去世，享年
73岁。他的遗体被送往青大医学院。
受到岳父捐献遗体的影响，早在2006

年，高思强就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
书。

高思强的岳父原源曾经签下遗体
捐献书。2002年岳父去世后，他的遗
体被捐献给了青大医学院。受岳父的
影响，乐于助人的高思强也萌生了捐

献遗体的想法。于是，高思强于2006

年联系了青岛市红十字会签署了遗体
捐献协议书。最初，他的两个女儿并
不理解父亲的行为，但在父亲的反复
劝导下还是理解了父亲的选择。“父
亲总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捐献
遗体是为社会做好事。”高思强的女
儿高荣这么告诉记者。

2009年10月的一天，时年69岁的
高思强因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时，得
知癌症复发，并产生转移。从那以

后，高思强便一直在与癌症战斗。高
荣告诉记者，今年4月2 8日是父亲最
后一次去医院检查。父亲觉得活一天
就要过得有质量有意义，不想再在医
院接受治疗了，从5月开始就放弃治
疗，在家中休养，和家人一起度过最
后的日子。

7日凌晨1点30分，高思强因病离
开了人世，享年73岁，他的遗体被青
岛大学医学院接收，用于科学研究，
他回报社会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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