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身边2015年9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刘海鹏 组版：庆芳 <<<<

打打工工五五年年再再高高考考，，2266岁岁新新生生报报到到
在社会闯荡后感觉还是得上学，被同学称为“励志哥”

鲁东大学迎新

今年“去商业化”

本报烟台9月9日讯（记者
李楠楠） 每年高校迎新现场常
常成为商家争抢的阵地，很多商
家通过为学校迎新提供赞助而
进校开展商业活动，一时间高校
成了“叫卖的市场”。今年鲁大在
驻烟高校中率先提出“去商业
化”迎新，让迎新现场少了些“商
业味”，多了些“书卷气”。

“学校研究出台了规范校园
管理秩序的十条规定，加强对校
园促销、运营商行为的监督检
查，规范校园运营行为。”鲁东大
学宣传部副部长刘国明告诉记
者，同时要求学生不在校园内从
事销售活动，不向新生兜售商
品、杂志，不允许在迎新期间发
传单、设摊点，去除商业化，为新
生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

新生报到场所，是一字拉
开的遮阳伞和课桌椅，学生志
愿者热情引导，没有商贩的叫
卖声，没有各类商品的推销者，
没有运营企业的商业广告和宣
传标语。校园内风气清新，报到
过程井然有序。“高校应该是育
人的圣地，而不是叫卖的市场，
我们希望去商业化迎新，让校
园充满书卷气息，少些商业味
道。”刘国明说。

除此之外，新生报到当天学
校还专门在8号教学楼腾出四间
教室，为无法入住宾馆的百余名
家长过夜休息提供方便。迎新期
间，校内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
制，老师不带车进校。

国际航空体育节

19日在莱芜开幕

本报莱芜9月9日讯（记者
陈静） 2015中国国际航空体育
节将于9月19日至21日在山东省莱
芜市雪野旅游区航空科技体育公
园举行。这是目前唯一经国家批
准的航空体育类节庆活动,是国内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项目最全的
航空体育盛会。

记者了解到，2015年中国国
际航空体育节，将有来自20多个
国家的400名运动员参与飞机跳
伞、动力伞、轻型飞机、热气球、航
空模型等项目的表演和比赛，飞
行器总规模达到200多架（具），呈
现精彩的飞行表演。届时会有：国
内首创的直升机悬挂巨幅国旗飞
行表演，场面震撼；天女散花、25

人叠罗汉集体跳伞表演；动力伞
特技飞行、动力悬挂滑翔机、大型
航空模型、无人机、热气球等各类
飞行器编队飞行表演扣人心弦；
国内首次亮相的法国三角翼鹤群
飞行等等。

其间还举行全国跳伞冠军
赛、国际动力伞邀请赛，来自国内
的顶尖高手将一展风采。其中，有
1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参加跳伞表演和竞赛，这是今年国
内规模最大的跳伞比赛，很多参赛
选手是多次世界冠军和全国冠军
得主。除了精彩的飞行表演外，还
举办航空运动器材装备展以及中
国航空体育产业发展论坛活动、首
届全国通航技能大赛启动仪式，雪
野将成为该赛事的永久举办地。
本次航展有上百家展商，突出轻
型运动飞机、航空运动器材、旋翼
机、直升机、无人机等，吸引广大
航空运动器材生产企业和爱好
者。

女女子子被被泼泼硫硫酸酸，，严严重重烧烧伤伤内内脏脏衰衰竭竭
昏迷前曾说出一个熟人的名字，警方正在破案

皮肤被烧黑烧裂

已看不出模样

9月9日下午，记者在医院
重症监护室看到了躺在病床
上的周红。上半身被烧得发
黑，眼睛上盖着纱布，头部烧
得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样貌，腋
下、胳膊、前胸有几块皮肤烧
裂脱落，整个人僵硬如黑炭躺
在床上，周红的身上插满了管
子，呼吸很微弱。

重症监护室王医生介绍，
9月5日接收病号时，病人已经
处于昏迷状态。病人的头部、
面部、前胸、后背、颈部、肩部
全部被硫酸烧伤，部分皮肤
已经脱落。且通过接触、吸入
硫酸，病人的肝脏、肺部等脏
器受到严重损伤，已经出现了
肾功能衰竭等情况。

“病人属于三度烧伤，外
部烧伤的皮肤主要靠涂抹药
物治疗，现在酸中毒比较严
重，我们正在对她进行血液净
化，今天上午刚刚撤掉了呼吸
机，但是还没有脱离生命危

险。”王医生说，“现在病人的
眼睛也受到了损伤，有失明的
可能，但是病人现在有意识，
可以点头、摇头。”

出事前一晚

受害女子没有回家

小高介绍，母亲今年4 1
岁，原来做过直销，后来就在
家里做熟食生意，自己在家做
好后给别人送货。9月4日早
上，周红跟小高说要和小高的
姨妈去沾化县城看一个商铺
的店面，拿了两件衣服便开车
出门了。“当时我没怎么在意，
和姨妈在一起我也很放心，就
没多问。”

据小高的姨妈周芳（化
名）介绍，自己那天并没有和
妹妹在一起。小高说，自己4日
晚 9点半左右给母亲打电话
时，她在电话里还说跟我姨妈
在张店，喝多了，声音很没力
气，一晚上都没有回家，原来
这种情况几乎没有。”

5日早上大约5点钟，小高
起床去钓鱼了。“7点2 1分左

右，我爷爷骑车过来找我，说
有人给家里打电话，我妈在
205国道上出了车祸。快到沾
化的时候又接到电话，说我妈
转到滨州的医院了，我来了看
到我妈身上被烧得这么惨，都
吓傻了。”

受害人昏迷前

曾说出一个名字

“警察说我妈就是坐在车
里被人泼的硫酸，我不知道谁
报的警，也不知道事故发生的
具体地点，只知道我妈的车在
沾化古城派出所，用一块布蒙
着，看不出来是什么样子。我
在派出所看见我妈的手机上
有很多黑点，警察说在现场还
有一个大瓶子。”小高告诉记
者。

小高和家人回忆，在母亲
出事前的一段时间，经常有一
个男人给母亲打骚扰电话，

“有的时候也给我打、给我爸
爸打，还往家里打，我爷爷奶
奶接的话就说是要买熟食，其
实就是想问我妈在哪儿。”小
高的父亲高先生介绍，这个经
常给家里打电话的男人是妻
子在做直销的时候认识的一
个人。

9日下午，记者再次联系
到小高，小高说，“嫌疑人已经
知道了，警察说我妈在被120
接走之前说出了一个人的名
字，但是人现在还没有抓到。”
随后记者联系了沾化区公安
分局刑警队，警方回应不方便
透露案情。截至9日下午，周红
治疗费用已经接近6万元，往
后的花费会更高。

高中毕业闯社会

销售刷盘子都干过

“高中毕业后打了5年工，
觉得不应该这么混日子，就复
读参加了高考。”9日，在山东
交通学院报名现场，赵鑫的出
现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与前来报到的新生相比，
26岁的赵鑫明显成熟很多。听
说了他的故事后，现场就有同
学叫他“励志哥”。

赵鑫是济南人，出生于
1989年，2009年参加过高考，但
成绩很不理想。由于不想复
读，他就去打工闯荡社会了。

“第一次刷油烟机，简直
受不了。”小赵表示，他在饭店
打工，除了传菜外，还要干刷
盘子刷碗等各种杂活。为了刷

干净油烟机，他用刷子将厚厚
的油污刷下来，被熏得差点吐
出来。小赵还去超市卖过洗化
用品。

为圆大学梦去复读

5点多就起床读书

“后来感觉这么混下去也
不是办法，还得考大学才行。”
从去年开始，在闯荡社会的激
情消磨干净后，看到很多同龄
人都已大学毕业，有了稳定的
工作，赵鑫上大学的想法越来
越强烈。

在与父母商量后，小赵独
自一人来到了滕州的一家复
读学校，在学校周边租了一间
房子，重新开始了高三生活。

“干活时身体累，复读脑
子累。”小赵表示，毕竟离开校

园时间太长了，当初的基础也
不太好，一开始啥也听不懂，
坐都坐不住。

复读班老师讲的什么都
听不明白，小赵坐在教室内浑
身不舒服，一度怀疑自己的选
择是不是对的。

为了自己的大学梦，小
赵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开
始一天的学习。背英语、记公
式、补习物理化学知识，直到
晚 上 1 0 点 半 才 回 到 住 处 休
息。

300分、400分、500分……
在他的努力下，考试成绩也有
了很大提升，终于从班级的倒
数几名慢慢追了上来。

成绩过了本科线

自己都不敢相信

“当初的设想是能上一个
专科，分数出来后把自己也
吓了一跳。”赵鑫表示，高考
之后他估算了一下分数，应
该在500多分，能考上一个专
科。

由于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小赵自己没有查分。当姐姐告
诉他总分有560多分时，小赵惊
呆了。想到自己的辛苦付出终
于有了回报，他觉得很值。

父亲就在铁路系统工作，
对轨道交通很有感情，最终小
赵报考了山东交通学院的轨
道交通专业。

“济南正在建轻轨，轨道
交通的就业前景很好。”小赵
表示，等到自己毕业时已经30
岁，经过这么多年的波折，他
希望能够好好读完大学，找到
一份满意的工作。

相关新闻

9日，山东交通学院
的新生正式报到，26岁
的赵鑫（化名）在一群十
八九岁的新生中，显得
成熟了许多，也引起了
大家的注意。原来，赵鑫
高中毕业后又打了5年
工，此后又经过复读，走
进了大学校园，被同学
们尊称为“励志哥”。

本报记者 王光营

9月5日上午，滨州市滨城区的周红(化名)驾车在205国
道沾化古城附近被泼硫酸，头部、面部、前胸、后背全部烧
伤，内部脏器严重受损。目前周红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据周
红的儿子16岁的小高介绍，对母亲下此毒手的人还没有抓
住，应该是母亲的一个熟人，母亲昏迷前说出了一个人的
名字。

文/片 本报记者 杜雅楠

受害人的头面部被硫酸烧伤，部分皮肤已经脱落。

“大学需自立，家长请留步。”9日，在山东交通学院新生报到处门口，不少准备给孩子办理报到
手续的家长被迎新学生拦下，由孩子独自完成整个报到流程。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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