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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一一工工地地发发现现木木质质古古沉沉船船
当地文物部门正研究挖掘保护方案

本报菏泽11月4日讯(记者
张继业) 出土过上亿价值

“元青花”的菏泽元代古沉船
还未淡出人们的视线，4日，记
者接市民报料，菏泽鄄城县一
高速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发
现了一艘木质沉船。目前，关
于该船的具体信息还不得而
知。

4日下午，记者接到报料
后，驱车前往鄄城县凤凰镇两

半张庄村和郝楼村之间的现
场，这里是建设德商高速公路
的取土工地。河岸边拉起了警
戒线，这里就是发现沉船的现
场。在得到现场民警的允许
后，记者近距离观察沉船藏身
的地方，却没有发现端倪。

“下午，挖出的几块木板已经
被送往县城保管起来，剩下的
船体藏身于土下，所以我们现
在看不到它。”现场一名鄄城

县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人员
说。

“现在可以确认的信息
是，这是一艘古代沉船，关于
沉船具体年代等信息，还需要
进一步发掘后确定。”这名工
作人员介绍，3日下午，镇上的
干部将工地发现沉船的事情
上报了鄄城县文物部门，文物
部门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了现
场。4日上午，省、市文物专家

也到现场进行了考察。下一
步，将由鄄城县文物部门出具
挖掘、保护方案，经省文物局
审核后实施。

由于前来观看的人络绎
不绝，从3日起，当地派出所
的民警对现场进行了保护。

“尤其到了晚上，我们两辆警
车、4名民警都在现场看护。”
凤 凰 镇 派 出 所 所 长 路 卫 斌
说。

我省社保基金

收支运行平稳

本报济南11月4日讯(记者 王
茂林 通讯员 王海红 李赞 )

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今年前三季
度我省社保基金收支运行平稳，全
省七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收入
1709 . 4亿元，完成当年预算的78%，
支出1390 . 3亿元，完成当年预算的
7 4 % ，三 季 度 末 滚 存 结 余 达 到
2963 . 5亿元。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了解
到，今年以来，我省进一步强化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对收支行为的指导、监
控、激励和约束作用逐步增强。第
三季度，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七项社会保险基金完成收入
590 . 6亿元，占当年预算的 27%；
完成支出491 . 4亿元，占当年预算
的26%。

本报济南11月4日讯(记者 张
榕博) 4日，山东省慈善总会实施
的“贫困尿毒症患者亲体肾移植”慈
善救助项目向今年亲体肾移植的贫
困尿毒症家庭发放了100万元救助
金，共48个家庭受益。记者获悉，亲
体肾移植肾源55%来自父亲，比例
首次超过了母亲。

据了解，同胞兄弟姐妹、父母子
女之间的“基因相配”比率最高，因
而肾移植成功率最高。从去年至今，
在齐鲁医院进行的近100例亲体肾
移植手术中，父亲捐肾的比例首次
超过了母亲，达到55%。

目前，我省共有省立医院、齐
鲁医院、千佛山医院、济南军区总
医院等 4 家医院参与省慈善总会
实施的“贫困尿毒症患者亲体肾
移植”慈善救助项目。项目从2011
年开始，150多名亲体肾移植贫困
尿毒症患者接受了资助，每人获
资助1万—3万元。

百万善款资助

亲体肾移植家庭

智智障障文文哥哥走走失失，，满满城城接接力力寻寻找找
文哥憨实善良引烟台市民包容关爱，众人关切体现社会温度

近日，烟台47岁男子
谭洪文走失一事引起强
烈关注，新浪微博、微信
等媒体大量转发了寻找
谭洪文的启事。烟台人亲
切地称呼谭洪文为“文
哥”、“黑猫警长”。原来，
患有先天智能低下的谭
洪文是烟台市的“名人”，
小名“革文”，经常穿着旧
式交警制服在烟台市芝
罘区三马路、四马路附近

“指挥”交通的他，陪伴了
很多市民的过马路岁月。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张姗姗

儿子走失了，老父亲急得睡不着觉
谭洪文76岁的继父谭富

永告诉记者，儿子天天到处溜
达，还经常坐公交，从来没走
丢过。10月23日晚7点多，谭洪
文吃过晚饭后，就像往常一样
出去溜达，却一直没回家。

“以前他出去玩，晚上八
九点钟就回来了。”到了8点
多，谭富永见儿子还没回来，
就出去找了一圈，还是不见儿
子的踪影。“我在家等到凌晨3
点都没睡，他还是没回来，这
时我才知道坏事了。”

谭洪文走失后，76岁的
谭富永天天出去贴寻人启
事。先是芝罘区，再是蓬莱，
1 0月 2 9日他又去牟平区找

了一天。“现在晚上都睡不
着，睡三四个小时就醒了。”
儿子已经走失多日，谭富永
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他
有糖尿病，不打胰岛素会有
生命危险。”

截至11月4日，谭洪文已
经走失12天了。谭富永每天早
出晚归地寻找，平均每天接到
20多个提供线索的电话，赶到
现场后却发现都不是自己苦
苦寻找的儿子。“‘革文’走丢
之后，老谭天天跟疯了似的到
处找。”住在谭富永对门的李
女士说，谭富永每天一大早出
去，天黑才回家，这几天谭富
永瘦了不少。

很多人纷纷主动寻找文哥
本报报道了芝罘区民生街

智障人士谭洪文走失一事，引
来众多市民关心。不分年龄、职
业和性别，很多人自动加入到
寻找“文哥”的队伍中。

自从接到谭富永报警之
后，二马路派出所立刻将“文
哥”相关户籍信息上报110指
挥中心。“将其体貌特征、衣
着打扮等明显特点上报指挥
中心后，通过110指挥中心分
发到各个派出所。”民警杨元
强说，“从小就知道革文，打

交道30多年了，一说此人都
很有感情。”同时，在二马路
派出所，每名民警都自发地
利用个人微博微信转发革文
走失的消息，呼吁更多的人
关注此事。

牟平公安局民警得知情况
后，表示会立马将寻人启事发
放到路面执勤民警手里，让巡
逻的民警一起帮忙找人。

另外，中央电视台、山东
省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也予以
报道，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全城寻文哥体现烟台温度
“当时看完你们对于革文

的报道，我便在微博上转发并
注上：有温度的新闻。”烟台大
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齐爱军称
自己一直在关注“文哥”，对于
全烟台市乃至全国对“文哥”
的关注，齐爱军认为“文哥”身
上的特质是关键，一是他是智

障人士，对社会没有危害还在
帮助其他人；二是烟台人接纳
他并将他作为马路上的一道
美丽风景来赏识他。

齐爱军说，全城人寻找

“文哥”体现了社会温度，媒体
采用的“让文哥回家”报道方
式也是适合微博、微信时代口
语化的传播。“文哥”的故事能
触动人们心底柔软的东西。

在齐爱军眼里，“文哥”
并不是40多岁的模样，而是
很可爱很萌的卡通形象，不
论是他指挥交通，还是穿着
旧警服，都是现代人喜欢的
形 象 。人 们 希 望 找 到“ 文
哥”，更希望他继续和谐存在
于人们生活中。

文哥常客串交警，是烟台“名人”
谭洪文家住烟台市芝罘区

民生小区民生街34号，今年47
岁的他出生在“文革”年代，熟
悉他的居民都习惯叫他的小名

“革文”。提起谭洪文，不仅民生
小区的居民很熟悉，芝罘区的
不少市民也都见过他。谭洪文
常常站在马路上“指挥交通”，
算得上是芝罘区的“名人”。

“虽然智力比不上常人，但
他对人很友好。”民生街34号二
楼的谭先生告诉记者，谭洪文
还是个勤快人，看到楼前有垃
圾，或是冬天下雪，就会主动去
打扫。谭洪文坐公交还会给老
人让座。

住在四楼的董阿姨说，

谭洪文经常在马路上“指挥”
交通，穿着交警制服，看到哪
儿有交警就站到哪儿，比画
起来还挺认真的样子。谭洪
文经常“客串”交警，很多市
民对他都比较熟悉。

交警小张告诉记者，不
仅三马路、四马路，在很多地
方他都“指挥”过交通。“他偶
尔会添点乱。”小张说，但谭
洪文人很好，只要稍加劝阻，
他就会很懂事地离开了。

“他12岁左右的时候，就
喜欢在马路上‘指挥’交通。”
谭富永告诉记者，谭洪文经
常穿的旧式交警制服是一位
好心人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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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走失了，继父到处寻找。 本报记者 张姗姗 摄

众多网友发微博寻找文哥。（微博截图）

谭洪文，今年47岁，患唐氏综合
症和糖尿病。身高约150厘米，身材
偏胖，走失时身穿咖啡色上衣，黑色
裤子，头戴白色帽子，脚穿白色鞋
子，拄着拐棍。如果您见到谭洪文，
请尽快联系谭富永：15165458338，
或拨打本报热线：96706。

文哥其人

头条链接

网友留言

微博网友琳月亮：谭洪文常年
穿着旧式警服在三马路、四马路附
近傻乎乎地指挥交通，一指挥就是
几十年。小时候，我们怕他、嘲笑他；
懂事了，我们同情他。渐渐地，他触
动了我们这代人心底的温暖记忆，
可是他却走丢了。

微博网友女王大银：“文哥”
走丢了！他陪伴了我从小学到初
中，他总是戴着警察的帽子指挥
交通……他也老了……如果您见
过他，请不要欺负他，请带领他走
到三马路，每个人都会指引您到
他家的方向。

微博网友ENGINEJAZZ：“文哥”
在哪儿？烟台的朋友，留心帮忙找寻
一下这个人……很多朋友童年的过
马路岁月，是跟他的业余指挥一起
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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