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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5后后””女女生生照照顾顾残残疾疾同同学学三三年年
一名中专学生的“举手之劳”，让更多人伸出了爱心之手

本报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张峻玮

她们非亲非故却情同姐妹，在招远市第一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人们经常会看到瘦小的“95后”
姑娘张悦推着身患残疾的同学郭烨走在校园里。课间，
张悦推着郭烨穿过操场，到校园的另一端如厕；中午、
傍晚的时候，张悦推着郭烨到食堂，两人一起吃饭；下
晚自习后，张悦推着郭烨回宿舍，帮她打水洗脚。这样
的事情日复一日，她一直坚持了三年！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王建） 27日，

烟台市莱山区一辆教练车因涉嫌
超员被交警查获。

27日下午3点15分，烟台交警三
大队巡逻警车由西向东巡逻到港
城东大街黄务社区南口时，一辆在
等候信号灯的教练车，引起了交警
的注意。

“从外面看去，这辆教练车里
面满满地拉了一车人，有超员的嫌
疑。”交警三大队的民警介绍说。

经过交警一番清点，这辆市区
某驾校的教练车上共拉了10名学
员，而这辆车的荷载人数是9人。

据开车的教练员交代，当天下
午在莱山区有一场考试，这一车的
学员就是要赶过去参加考试的。交
警一方面对教练员进行处罚，一方
面对一车的学员进行了法律宣讲，
教练和学员们对此感到后悔不已。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交警部门
对该驾驶员罚款200元。因教练车
为特殊车辆，将移交交通部门进一
步处理。

教练车拉学生
超员被查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柳斌 通讯员 金武
孙鹏 晓东 ) 日前，市交警
二大队民警查获一辆涉嫌套
牌的奇瑞越野车，让民警吃惊
的是，该驾驶员不但无证，而
且还是毒驾，民警依法对其进
行了处罚。

3月27日上午8时许，市交
警二大队监控室在幸福南路锁

定了一辆由东往西行驶的牌号
为鲁K550××的银灰色奇瑞
越野车，该车涉嫌套牌，随后被
民警查获。

通过公安网查询，民警发
现该车所悬挂的车辆号牌确系
套牌。在随后对车辆的检查中，
民警还发现，在驾驶室的左前
门的凹槽内，放置着一个塑料
饮料瓶，民警拿出来一看，这个

饮料瓶非常奇怪，瓶口处插了
好几只吸管，意识到这里面可
能是毒品，该驾驶员很有可能
是一名“瘾君子”。

据驾驶员侯某交代，他其
实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至
于那个奇怪的饮料瓶，那是一
个吸毒工具。

民警在对侯某的无证和套
牌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理

以后，立即将其移交给了辖区
派出所，并由派车所对侯某进
行毒品尿检，并将随后对毒品
的来源进行进一步调查。

到截稿时止，记者从立
交桥派出所了解到，侯某尿
检呈甲基苯丙胺阳性，由此
确定了该驾驶员无证毒驾的
违法行为，侯某将被合并处
以20天行政拘留的处罚。

无无证证毒毒驾驾套套牌牌车车，，这这胆胆儿儿也也忒忒大大了了
驾驶员侯某将被合并处以20天行政拘留的处罚

睡睡梦梦中中起起火火，，小小两两口口被被困困屋屋中中
幸亏消防人员及时赶到，将二人从火海中背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孙成飞 邹鲁 记者

孔雨童 ) 29日上午8时许，
海阳工业园区一处复式住宅
发生火灾，一对正在家中睡觉
的小夫妻被困。烟台公安消防
支队海阳工业园区中队消防
官兵赶到现场，冒着浓烟和大
火将小两口背出。

海阳工业园区中队消防
员邹鲁告诉记者，火灾发生
后，他们接到该住户邻居的报
警电话，立即调集两辆消防车
赶往现场救援。

由于火势凶猛，消防人
员一边从南侧的窗户用水枪
压制火势，一边从西侧的门
进入救人。进入之后，浓烟中
发现屋内南侧的客厅、北侧
的厨房都已着火，客厅的火
势最大，电视、冰箱等都已着
火。消防员摸索着找到客厅
的门，一脚踹开后找到了躲
在 窗 户 边 上 被 浓 烟 熏 得 咳
嗽、泪流不止的夫妻二人。消
防人员立即将二人从火场中
一一背出。

据了解，火灾发生时夫妻

二人正在屋中睡觉因此浑然
不知，后来被浓烟熏醒已经无
法逃离。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
查中。

烟台消防提醒市民，春
季应特别注意防火，以免造
成 不 必 要 的 财 产 损 失 。同
时，在遇到火灾时应沉着、
冷静，掌握基本的逃生自救
常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要充分利用身边可以灭火的
物品进行扑打。逃生时不要
贪恋财物，及时拨打119火警
电话报警。

果舒食醋分为5度食醋和8度
食疗醋。它用苹果汁做为原料经二
次发酵酿造而成。不同于用醋精勾
兑而成的调味醋，果舒食醋不含有
任何防腐剂，其口感酸爽、略带果
香，并富含多种营养物质。人体健
康的状态，体液呈弱碱性，但由于
人们的饮食习惯、环境、心态及压
力等因素的影响使我们的身体往
往处于酸性的亚健康状态。果舒食
醋经过二次发酵，是一个口感呈酸
性，在人体内代谢后呈碱性的食用
醋，它有中和鱼、肉、蛋、米、面等呈
酸性食品的功能，并有利于它的各
种营养素的保存和促进钙的吸收。
能够有效改善人体酸性体质，使人

体呈健康的弱碱性。
网上广为流传的食疗配方一：

用8度苹果醋2两，鲜鸡蛋一枚，浸
泡1 . 5-2天，蛋壳软化后，用筷子戳
破搅匀，再放置一天即可。每天起
床舀两小汤匙醋蛋液加一小匙蜂
蜜和四小匙温开水调匀，空腹一次
服完，蛋膜最后一天咀嚼吞服。可
降血脂，防动脉硬化。

食疗方二：将同等份量的柠檬
汁、姜汁、蒜头汁、苹果醋各一杯放
入瓦煲，大火滚，小火慢煮，不要盖
锅盖，让水份蒸发，剩下约一半汁
液，加入适量蜜糖搅匀，冷却后放入
冰箱保鲜即可。每天起床后空腹服
用一汤匙。可净化血管。

烟台吉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电话 0 5 3 5 - 4 2 3 7 1 9 9

服务热线：4 0 0 6 5 8 2 2 1 1 8 0 0 8 6 0 2 2 1 1

消防员
将困在屋内
的女士背出。
通讯员供图

在校
园里，每天
都能看到
这对小姐
妹在一起。

本报记
者 王晏
坤 摄

2012年，15岁的张悦和20

岁的郭烨一起考入了招远市
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社会
福利事业管理专业。

当看到因先天性心脏
病康复手术失败导致下肢
运动功能失调的郭烨在生
活、学习上有诸多不便时，
她便主动承担起照顾郭烨
饮食起居的责任。

“张悦这个小姑娘很了不
起，1997年出生的孩子，活泼
开朗，照顾同学三年，没有一
丝一毫的怨言。”张悦的任课

老师孙光杰说。
这三年平时上课的时候，

张悦都是背着郭烨上下楼。张
悦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气喘
吁吁，但是她每次都咬牙坚持
下来了，因为她不放心把郭烨
交给别人。

每逢下雨、下雪的时候，也
是这对小姐妹最难过的时候。
遇到这种情况，张悦总是一手
撑伞一手推着郭烨，而手中的
伞都遮在郭烨身上，回到宿舍
后，张悦的衣服已经被雨雪淋
湿。

坚持照顾残疾同学三年

“考入同一大学，我还会照顾她”

招远市第一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团委书记李丽香说，张
悦的一点一滴，一举一动，都
默默地影响着周围的人。在她
的带动下，渐渐地，周围的人
都加入进来，一起照顾郭烨。
考虑到郭烨上下楼不方便，学
校特意将郭烨的宿舍从三楼
调整到一楼，并为其单独设立
了卫生间。

“其实这是一个创造爱、
分享爱、传承爱的过程，不仅
仅是在帮助郭烨同学这件事

上，在生活学习中的其他事上
也都有体现。”李丽香说。

当问到张悦，是什么支撑
着她三年如一日地帮助别人。
这个“95后”姑娘羞涩地说：

“谈不上有什么信念支撑，我
做的这些都是换成别人也能
做到，都是些力所能及的小
事。”

“只要我们俩能考入同一
所大学，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照
顾郭烨，继续当郭烨的‘跟屁
虫’！”张悦说。

男子私藏枪支
家中被盗“露馅”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常洪波 丛

姝玉 ) 近日，山东省龙口市一男
子藏在家中的枪被小偷偷走，报警
后，最终小偷落网，但是让该男子
没想到的是，他也将会因非法持有
枪支受到法律的制裁。

龙口的李某喜好玩枪，自2000

年起，将单管猎枪一支藏于其经营
的龙口经济开发区某养殖场床下。
今年三月初的一天，该养殖场失
窃，小偷赵某不仅偷走了现金，还
顺手牵羊将床下的单管猎枪一并
顺走。李某发现后着急得报了警。

所幸小偷落网，没有造成更为严
重的后果，龙口市人民检察院以李某
非法持有枪支罪，赵某盗窃罪、盗窃
枪支罪分别提起公诉，失主李某与小
偷赵某将分别接受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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