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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出门钓鱼，他再也没回来
为捡个鱼漂，坠海溺亡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李大鹏 王永军) 26日晚上9点
多，在滨海广场海边垂钓的钱先
生为捡鱼漂，通过铁质台阶走入
海水中，此后再也没能上来。半个
多小时后，钱先生被搜救上岸，送
到医院抢救。医生抢救1个多小时
后宣布死亡，但家人依然不放弃，
可奇迹并没有发生。据了解，钱先
生今年60多岁。

26日晚上9点25分左右，在滨

海广场，近岸边已经拉起了几道
长长的警戒线。广场上聚集了数
百名市民，大家关注的目光都投
向海中泛着亮光的地方。

旁边还停着一辆消防车，车
内的队员不停地和在下边搜救的
边防官兵沟通。海中有一艘摩托
艇，不停地在海中移动，搜寻着坠
海老人。

滨海广场一位保安介绍，事
故发生在晚上9点多，老人当时在

海边钓鱼，鱼漂不慎漂走，老人为
了捡拾鱼漂，从旁边一处通向海
内的铁质台阶走了下去，再也没
能上来。

晚上9点40分左右，老人被边
防官兵搜救上岸。参与搜救的芝
罘公安分局水上边防派出所董警
官说，他们是在离岸边60米左右
的地方发现老人的。在消防官兵
的协助下，老人被抬上担架，送往
烟台山医院治疗。

随后，老人的老伴和孩子赶
往烟台山医院，老人还在急救室
内进行抢救。晚上10点半左右，老
人的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医生
宣布死亡，但是家属依然坚持抢
救。

参与抢救的急诊科医生李殿
祖说，老人送医后已经停止呼吸，
医院抢救了1个多小时，老人最终
还是不幸离世。

(奖励线索人孔女士50元)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相
澎) 国际金价的大幅度下滑，致
使国内出现抢购黄金的现象。烟
台福莱金店继上周推出“秒杀”互
动之后，再次重磅出击，于6月28

日至30日推出“超级低价买黄金”
活动，并有可能再创3年来国内黄
金最低零售价。

“你去停车，我先下去！”一
位女士对着驾驶室喊道。车子还
没停稳，这位女士就急匆匆打开

车门，冲进卖场。这一幕就出现
在上周末福莱金店黄金抢购现
场。

进入商场后，卖场柜台前已
经围满了人，过道之间挤占到容
不得一个人通行。记者在福莱金
店泰丰分店看到，当天总共开设
了4个收款台，即使如此，每个收
款台长长的交款队伍仍然有30多
米。当天福莱金店的黄金柜台连
续3次被抢购一空。由于抢购场面

太过疯狂，营业员一天下来连吃
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工作人员介绍，近3年以来，
烟台黄金零售价格创造了史上最
高的398元/克，商场甚至突破了
400元大关。上周末的福莱金店黄
金“秒杀”活动引领烟台金价重回

“2”时代，为广大市民提供了3年
以来的最佳抢购时机。当天福莱
金店芝罘区、开发区6家分店参加
了这次活动，总共备货2亿元黄金

首饰、100公斤金条，数小时就被
抢购一空。

火爆的场面直接导致福莱
金店再次发力，于6月2 8日至3 0

日推出“超级低价买黄金”。“这
次‘超级低价买黄金’活动，有可
能再创3年来国内黄金最低零售
价。”福莱金店销售顾问苏明雪
告诉记者，这次“超级低价买黄
金”的销售价格，仍然将延续超
级低价模式。今年上半年金价的

回调给了黄金购买者绝佳的抢
购时机。

据了解，这次活动上，黄金价
格将可能是3年以来最便宜的一
次。为了应对“抢金潮”，福莱金店
紧急备货1000公斤，已经于27日在
烟台市质量监督局质检完成，黄
金抢购时间从28日延续到30日，仅
限3天。本次活动采取“卖完为止”
的原则，要买黄金的朋友一定要
尽早出手。

周末别忘了去福莱金店“抢黄金”
金价创3年最低，优惠力度空前

据《辽沈晚报》报道，2013

年5月30日，锦州一名59岁男
子深夜外出钓鱼时落入河中
失踪。因事发地水流湍急，水
下情况复杂，家属苦寻多时未
果。锦州冬泳协会水上义务搜
救大队找到了水中的男子并
打捞上岸。不幸的是该男子因
落水时间过长，已经没有了生
命迹象。

据《 长 沙 晚 报 》报 道 ，
2013年6月25日晚间，月湖公
园一位夜钓者坠入湖中溺
水身亡。目击者称，他看到
男子上到树枝上去扯鱼钩，
想把鱼钩和鱼线扯下来，不
幸掉到湖里去了。民警和公
园保安迅速赶到现场，将男
子打捞上来，此时男子停止
了呼吸。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王永军) 27日下午6点10

分左右，康惠商贸城发生惊险
一幕：一名小女孩先是身体悬
挂在扶梯外，随后又被卡住。
危急时刻一名保安快步上前，
将女孩救出。女孩受了惊吓，
并没有大碍。

“当时看着十分危险。”市
民陈先生介绍，当时他正好路
过此地，突然间看到一个小女
孩身体悬挂在扶梯外侧，里边
有一个女士拉着她。

扶梯是正常运行的，小女
孩也不断上升，看到她越来越
往上走，大家为小女孩捏了一
把汗。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
好不容易看到女孩上去了，结
果女孩又被卡到扶梯口，幸好
一名保安及时跑了上去。

陈先生说，这个时候，在
下边的一名保安很快跑了上
去，随后把女孩救出。女孩救
出后，神情很是紧张，看样子
应该是受了很大的惊吓，不过
幸好并没有受伤。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附近市民看到女孩安然无
恙 ，都 纷 纷 赞 扬 保 安 的 义
举。

(奖励线索人卜先生30元)

夏日来临，滨海广场也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去游玩。不少细心
的市民发现，最近海边夜钓的市
民越来越多，俨然成了岸边一道
别致的风景线。夜钓是不少市民
休闲的好方式，但民警提醒，夜钓
者应该注意自身安全。

26日晚上，在附近灯光的映
射下，不少市民和游客沿着海边
散步。沿着滨海广场一路走去，可
以发现不少市民拿着钓鱼工具，
神情专注地盯着海水中的鱼竿，
兴致勃勃地垂钓。只要鱼漂一有
动静，岸上的夜钓者也跟着紧张
起来。粗略一数，在滨海景区夜钓
的市民少说也有30个。

在附近经营一家渔具店的
于永利是个资深钓者，说起滨海
广场夜钓的情况，于永利比谁都
清 楚 。“ 每 天 晚 上 都 要 去 海 边
玩，顺便用相机记录下夜钓者收

获时的喜悦。”于永利说，他的
渔具店就在朝阳街附近，附近不
少夜钓者都会光顾他的店铺。

于永利介绍，在海边夜钓的
时间大概从每年的4月份持续到
11月份，只要下了第一场雪，基本
上就不会有夜钓者出现在海边。
尤其是夏秋季节，来海边夜钓的
市民会更多。“多的时候能有100

多人。”有人甚至下午就到海边布
置渔具，安营扎寨，为夜钓占据有
利钓点。

“来夜钓的都是喜爱钓鱼的
市民。”于永利说，26日晚上不慎
坠海溺亡的老人钱先生也是于永
利的老熟人。说起钱先生，于永利
一脸的遗憾。于永利说，他当时也
在附近，也去了医院。当时医院让
填写门诊记录表，他却犯了难。

“都知道他喜欢钓鱼，但是
全名还真不清楚。”于永利说，

当时他只好向医生说，平常大家
都称呼他“钱钓”，直到老人的
妻子和儿子赶到医院后，才确定
老人的名字。于永利说，夜钓的
人不少，这还是头一次发生悲
剧。

市民陈先生也是一个资深钓
者，来滨海广场夜钓也有好几年
时间。陈先生告诉记者，之所以选
择夜钓，就是因为夜晚安静，再加
上白天还要工作，夜钓给他的生
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所以一直坚
持了下来。

对于钱先生的悲剧，不少钓
友都表示了遗憾。但是对于夜钓，
大家都会坚持下去，因为夜钓已
经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
分。

陈先生说，滨海景区附近灯
光比较明亮，只要注意，一般不会
发生意外。

钱先生不慎溺亡后，烟台海
事局烟台海事微政务微博发布
了一条微博，提醒市民注意安
全。微博中写道：亲们，滨海游玩
垂钓，安全时刻记心间哦！建议
景区管理部门在滨海亲水沿线，
配置带缆绳的救生圈，提高应急
救援效率。

“夜钓者们一定不要轻易下
海，遇到紧急情况可报警求助。”
水上边防派出所民警说，虽然夏
天炎热，其实海水的温度并不是
很高，夜钓者和游玩市民千万不
要随意下水。

本报记者 王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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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傍
晚开始，
就有很多
人来滨海
广 场 垂
钓。 记
者 李泊
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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