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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人人““化化缘缘””为为居居民民建建美美丽丽花花园园
上夼西路的王俊用20年种花种树，还搬砖铺小路，只为大家看着高兴

“断食”已过9天
体重降了17斤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李园园) 正常来说，不吃饭光喝水
一般人能挺过 7天就不错，而烟台
一男子断食已9天。22日，记者再次
探访了挑战 5 2天断食纪录的男子
杨公誉圣，9天过去了，他除了体重
降了 1 7斤外，身体各方面都很健
康。

22日下午，记者到达断食地点
时，杨公誉圣正坐在房檐下欣赏美
景。据了解，杨公誉圣断食期间在
一栋木质的“房车”里度过，为何跑
到外面来“乘凉”了呢？原来，度假
区要给“房车”统一配备空调，所以
杨公誉圣只好暂且在屋外休息。

记者发现，杨公誉圣比9天前清
瘦了些。“断食期间瘦了17斤了。”杨
公誉圣笑着说，这很正常，前几天体
重下降明显，一天能掉4斤，往后体重
会越来越少，估计52天后得掉四五十
斤，“比女孩子还苗条，估计那时体重
也就90斤。”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杨公誉圣
的精神很不错，说话也很流利，和
正常人没啥两样。现在他依然是每
天只喝水，另外进行体能锻炼。不
过因为断食，杨公誉圣的睡眠比平
常少了，“晚上一两点才能睡着，早
上8点起床。”杨公誉圣告诉记者，
有时晚上睡不着便会跑跑步、做做
仰卧起坐等。

本报刊登启事
帮老人找回手包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孙健 通讯员 许鸿梅 ) 22日上
午，一位老人手拿一份《齐鲁晚报》
找到烟台公交集团第一汽车公司
办公室，来认领自己丢失的手包。
原来，这名老人正是本报20日曾刊
登的，在公交车上丢失手包的失主
王存增。

原来，王存增老人在看20日的
齐鲁晚报时，发现上面有自己前几
天丢失手包的信息，便按照报纸上
认领的方式，找到公交集团第一汽
车公司。“我当时坐1 8路车去市场
买菜，付钱的时候发现包不见了，
我还寻思着是被人偷了，或是被人
捡了。”王存增老人说，当时包里有
些钱，如果是被偷了，肯定是找不
回来的，所以当时也没想着找回手
包。

拿着失而复得的手包，老人非
常激动，连声说：“谢谢公交驾驶员
傅师傅、谢谢齐鲁晚报、谢谢大家，
正是你们的热情帮助，把我根本没
抱希望能找到的包找回来了！”看
着包里齐全的证件和现金等物品，
王存增老人说，这样他就免去了补
办证件的麻烦，也挽回了损失。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刘杭慧 见习记者 张
晶) 22日，本报报道了《天热蛇

“兴奋”，一月咬伤十多人》的报
道。有市民拨打热线询问，在县
市区被毒蛇咬伤，为啥偏要跑
到市区医院就医呢？经本报记
者调查，由于抗蛇毒血清价格
高、药源少、储存条件苛刻等原
因，县市区医院多不配备抗蛇
毒血清，目前烟台市区仅有毓
璜顶医院存有。

近日，在福山区发生了蝮
蛇咬人事件，但是到了才发现，
县市区医院并没有抗蛇毒血
清，最终还是要送到位于市区
的毓璜顶医院治疗。福山人民
医院宣传科姚女士告诉记者，
如若发生毒蛇咬人事件，医院
会派急诊救护车及时将病人送

到毓璜顶医院治疗，尽力保证
不延误治疗时机。

在牟平、蓬莱、招远等地，不
少医院都没有专门治毒蛇咬伤
的抗蛇毒血清。“这种药物价格
高、药源缺、保存时间短、病例
少，是小医院没有抗蛇毒血清的
主要原因。”蓬莱市急诊科王主
任告诉记者，医院一年也收治不
了两三例这样的病人，用药几率
很小，考虑到药物成本问题，一
般的医院不愿储备这种药物。据
了解,目前烟台市区仅有毓璜顶
医院存有抗蛇毒血清。

不过，牟平人民医院药库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情况
特别紧急，医院会及时联系专
门的供药商临时调药，一小时
内就可以到达医院。

此外，记者从招远人民医

院了解到，不是所有的蛇咬伤
都需要注射抗蛇毒血清，有的
病人不是被毒蛇咬伤，或病情
很轻，使用蛇药片就可以治疗。

烟台市毓璜顶医院急诊外
科副主任医师刘洪智告诉记
者，目前烟台本地咬伤人的主
要为蝮蛇，一般都用抗蝮蛇血
清。被蝮蛇咬伤处伤口有两个
明显的齿印，发青肿痛，有些人
体质比较敏感，甚至会造成生
命危险。若离医院较远，可以在
被咬处近心端进行结扎，防止
毒液渗透。

在药房内，记者见到了抗蝮
蛇血清。“抗蝮蛇血清一般需要
在2—8℃避光干燥处保存。”药房
的药师说，平常的蛇咬伤可以用
蛇药片处理，被毒蛇咬伤较为严
重才会选择抗蝮蛇血清。

注注射射蛇蛇毒毒血血清清为为啥啥只只能能到到毓毓璜璜顶顶
因价格高、药源少、储存条件苛刻等原因，县市区医院没有抗蛇毒血清

2 2日上午，记者途经芝
罘区上夼西路141号楼下时，
意外发现该楼南侧的区域竟
长满了各种花木。这片区域
长约20米、宽约10米，空气宜
人、满眼皆绿，如同小公园一
般。仔细观察发现，既有绿意

盎然的冬青树，也有挂满花
朵的月季，还有深藏在密树
丛中低矮的鸢尾……

“这个小公园还不错吧？有
20多种花木，全都能开花。”附
近住户丁先生告诉记者，虽然
现在放眼望去没有多少花，但

是春、夏季节，这个小公园里会
冒出色彩缤纷的花朵。另一名
住户张女士抱着外孙走过来，
对于这个小公园她也赞不绝
口：“相比这个老小区的其他绿
化带，这里最漂亮。”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这里

的所有植被都是141号楼的住
户王俊老人一人栽种的。“20年
了，不管下雨、下雪，总能见到
他在里面打理。”丁先生说，王
俊老人侍弄小公园是自愿的，
他经常主动邀请左邻右舍去小
公园里转转。

【惊喜】

老小区“冒出”小公园，住户自愿打理20年

“我今年已经86岁了，每天
最大的乐趣就是琢磨怎么把
小公园弄得更漂亮。”几经打
听，记者找到了打理小公园的

“园丁”王俊。老人曾是烟台市
园林绿化管理处的高级工程
师，退休后搬到了这里。

王俊老人回忆，1993年他刚

搬过来时，楼后这片地一片荒
凉，仅有1棵木槿和1棵紫荆。“看
到这里什么都没有，感觉很不舒
服，就萌生了建个小公园的想
法。”王俊说，如今小公园里花木
繁多，树苗和种子都是他一点一
点积攒下来的，而积累的办法主
要靠“化缘”。“有时向做苗圃生

意的企业要，有时也会从朋友那
拿一棵半棵。”

20年间，这里的花木越来
越多，小公园也初具规模。如
今，前后共栽了17种乔木花卉、
3种花灌木、4种蔓生花卉和6种
草本花卉。“全都是能开花的
植物。”说到这里，老人会心地

笑出了声。
在小公园里，除了一条约2

米宽的主路外，周边还延伸出5

条红砖小路。“主路原本就有，那
些小路是我自己铺的。”老人说，
为了方便大伙儿赏花，他特意从
外面捡拾回一些废砖，逐一铺在
泥土上成了小路。

【探访】

苗木靠“化缘”得来，为便民搬砖铺路

王俊老人给小公园起了个
名字，叫“谐趣园”。

除了打理茁壮生长的花
木外，他还特意为小公园里
每一种植物挑选了一首诗。

“ 像 木 槿 ，我 就 挑 了 李 商 隐

的《木槿花》；而月季，我选
择 杨 万 里 的《 腊 前 月 季 》来

代表……”对于园里那些古
诗没有提及的花木，王俊老
人 则 会 自 写 诗 歌 赞 美 。“ 海
州常山树名奇，大型灌丛相

貌 俗 。顶 枝 红 叶 显 特 色 ，因
产海州和常山，故名海州常
山 树 。”老 人 念 起 自 己 写 的
诗，久久回味。

“我做这个只是为了服
务大家，从来没有想过要把

这片公共用地据为己有。”老
人说，他从未给这片区域设
置围栏。“希望能给附近住户
带来一点乐趣，也希望爱花
人士能知道这个地方，来一
起细细品味。”

【愿景】

从不设置围栏，盼爱花者来欣赏

本报记者 石磊

如同僧侣“化缘”一
般，把要来的20余种花木
种在楼下空地，为方便大
伙儿赏花，甚至四处捡砖
头，铺出了5条小路。22日，
在芝罘区上夼西路141号
楼下，年过八旬的王俊正
在他命名的“谐趣园”里除
草。“1993年我开始打理这
里，把花花草草都种起来，
供大家欣赏。”20年过去
了，当年的空地变成了小
公园，这里的每一棵植物
都倾注着王俊的心血，这
里也备受居民的喜爱。

追踪报道

老人栽花不仅是自己的爱好，也是为了邻里可以每天看到花有个好心情。 本报记者 高绪亮 摄


	J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