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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人人者者和和被被救救者者同同获获正正能能量量奖奖
东营好姑娘张宁和被救者家人的举动获赞，阿里公益联合本报奖5000元

本报东营9月16日讯（记
者 宋贝贝 段学虎） 16
日，本报以《大货疾驰而来，她
拉开了祖孙俩》为题报道了
东营好姑娘张宁在危急时刻
救下一对祖孙的事迹。这件
事情发生之后救人者张宁和
被救者一家人的做法获得了
社会一片好评，东营市文明
办表示，在东营市发生的这
一幕，为社会增添了一份正能

量。阿里公益联合本报为救人
方和被救方提供5000元正能
量奖金。

16日早上一睁眼，张宁便
被微信朋友圈刷屏了，“朋友
圈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我的报
道，吓了我一跳，没想到影响
这么大。”从早上开始，张宁一
直被朋友、亲戚的问候和赞叹
包围着，要是挨个回复都回复
不过来。

很久没联系的朋友也发
来信息，“身体怎么样了？”“没
想到救人的是你啊，好样的！”
朋友们很为张宁骄傲，要好的
朋友甚至在朋友圈发了这样
的状态，“我要很牛逼的告诉

别人，救人的是我朋友。”当
然，也有朋友向张宁表示了他
们的担心，“感觉张宁有点冲
动了，万一被车撞了怎么办？
幸好这次只是轻伤。”

得知这个温暖的正能量
故事后，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
项目组联系本报，表示希望给
救人方和被救方颁发5000元
正能量奖金，为当事双方的正
能量行为点赞。

谈及此次奖励的初衷，阿
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项目组工
作人员表示：“当今社会，‘救
人会不会被讹’，是让很多人
困扰的命题，东营女孩张宁用
自己的行动交了一张正能量

满满的答卷。被救的一家人也
满怀感恩，不仅发帖寻恩人，
更是登门拜访致谢，为救人者
留下医药费。当事双方之间流
动的正能量，就像是一湾清
泉，映照出人性的真善美，让
我们感动。”

这5000元奖金将从阿里
公益和本报联合设立的“齐鲁
正能量”公益专项基金中发
出，这是半个月前该专项基金
成立后发出的第二笔奖金。

“在东营发生的这件事
情中，救人者和被救者都是
弘扬正能量的典型范本。”东
营市文明办综合科科长荆向
民表示。

屋屋顶顶建建““电电站站””，，一一月月发发电电33550000度度
并入国家电网，一度电能挣一块多钱

并网发电一个月

一天发电100多度

9月16日上午，东港区后村
镇西陈家沟村，杨雷家的院子顶
棚，远远望去就像一面大镜子。

杨雷说，搭建这个光伏发
电站纯属偶然。年初，卖农资产
品的他，准备在院子顶上盖个
顶棚，一个朋友告诉他，不如用
太阳能电池板搭建，既能遮风
挡雨，还可以发电赚钱，除了前
期投入多一点外，平时几乎不
用费力，使用年限也长。经过各
种咨询和考察，几个月的酝酿，
杨雷上了这个项目。

太阳能电池板下，有一个

30KW的光伏逆变器和一个电
表，逆变器可以将电池板产生
的直流电转变成交流电，“每
个电池板发的电串联到一起，
通过逆变器转变成380V交流
电，再并入国家电网。”透过电
表柜可以看到，从8月18日并
网发电以来，这个小小“发电
站”已经发电3500多度，平均
每天发电100多度。

一度电补贴四毛多

发电收入还真不少

杨雷的妻子介绍，当初丈
夫准备搭建这个光伏发电站
时，她并不同意。“在农村，30
多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家

里哪有那么多钱？万一赔了怎
么办？建成之后是不是还有别
的风险？”一连串的问题，也让
杨雷反复考虑是否要建这个
光伏发电站，他需要找出充分
的理由说服自己。

他去供电部门咨询，了解
到当前国家大力推广环保和
节能减排，农民自建光伏发电
站符合“大力推进电能替代和
清洁能源开发战略”的有关政
策，不但低碳环保，还能享受
国家补贴。“个人发电还可以
并入国家电网。”他说，这样他
就可以把自己发的电卖给国
家电网，“并且每度电有0 . 4元
多的补贴，相当于我一度电卖
1 . 05元。”这些信息让妻子吃

了定心丸。
3月，杨雷到供电部门提

出光伏发电并网业务申请，一
个多月后，他获得了审批。在
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他又获得
了20万元的贷款。

在农资超市左右两侧，有
两个杨雷自己安装的路灯，上
面分别有一个小小的太阳能
电池板，“每天天一黑，这两个
路灯就自动亮了。”杨雷的妻
子说，这让她感到既神奇又欣
喜，因为从这点就可以看到，
丈夫的努力没白费。

“看着他安装了那么长时
间，真没想到就发出电来了，
还卖给国家了。”杨雷70多岁
的邻居杨六合惊奇地说。

齐鲁大讲坛

将使用外文传译

超载货车被查

车主喝农药阻拦

本报临沂9月16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徐家伟 徐向田）
核载55吨、实载139吨，这样一辆超
载达152 . 7%的货车近日在临沂市莒
南县被执法人员查获。车主为阻挠
执法，竟然喝下了农药，这名车主在
救治出院后，目前因阻碍执行职务
被拘留8天。

9月8日12时30分许，在342省道
临沂市莒南县辖区坊前镇东川村路
段，莒南交通局执法人员在对一辆
重型货车的超载违法进行查处时，
被多名人员阻拦。

当日15时40分许，该货车车主
申某伟（男，1980年6月生，河南省许
昌县人）爬到了货车的驾驶室顶棚
上高声喊叫，致使近百人围观，一时
间造成该处省道堵塞。

为及时恢复交通，防止意外，莒
南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又增派警力
到达现场。一面对围观人员进行劝
离，一面做车主申某伟等人的工作。

另有何某等人拒不听从民警的
劝说，对交通执法人员及公安民警
百般纠缠。就在民警将何某等人带
上警车时，站在被查货车车顶上的
申某伟拿出一瓶农药喝下。民警立
即将其抬下，迅速送往莒南县人民
医院进行急救。

申某伟经及时救治于14日康复
出院。14日当天，申某伟因阻碍执行
职务被莒南警方处以行政拘留8天
的处罚。

本报济南9月16日讯（记者 陈
玮） 16日，山东省社科联承办的
2015年全国第十七次社会科学普及
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省社科联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做大齐鲁
大讲坛，使用互联网+外文传译的
形式传播，并建立监测评估制度，定
期对干部群众的社会科学素质、状
况进行监测评估。

在会议上，各省（直辖市、自治
区）社科联介绍了开展社科普及工
作的经验和做法。山东省社科联负
责人说，下一步将放大山东社会科
学品牌效应。“邀请国内外名家，讲
齐鲁文化，讲山东故事，使用英意韩
三种语言向国内外传播，使山东的
声音在全球回响。”

该负责人还表示，要建立监测
评估制度，定期对干部群众的社会
科学素质、状况进行监测评估，将结
果纳入科学发展和文明城市创建考
核体系。

青岛每月千余人

办理驾考“退考”

本报青岛9月16日讯（记者 周
衍鹏） 16日，记者从青岛市公安交
警部门了解到，目前青岛市每月平
均有1000余人办理驾考退办业务。
究其原因，除了驾考难度增大外，绝
大多数都没有买车，不急于求成，又
没有时间和耐心去练习，所以只能
半途而废。

据悉，办理退办手续时，已在车
辆管理所办理驾驶证申请业务的，
在业务未办结之前，因个人意愿终
止驾驶证申请，或因自身原因无法
按期完成考试的，申请人可以随时
向车辆管理所要求退办。

考考场场堆堆石石头头，，660000余余人人路路考考泡泡汤汤
居民嫌路上练车的太多影响安全，当地称考场将迁走

本报菏泽9月16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邓兴宇） 为了
参加16日的科目三考试，家住
曹县的王静（化名）将自己仅
七个月大的孩子带到菏泽住
在宾馆。没成想，考试当天用
作考场的一段路，被堆放了大
石块，考试被迫取消，600余名
考生的辛苦泡汤。最终通过协
调，考试路段所在办事处将障
碍物清理，交警部门在十天内
安排考生考试，之后将科目三
考点搬到定陶县。

“不能说不让考就不让考
了！”16日上午10点多，600多

名参加路考的考生，上了考场
才被告知不能考了。“你知道
为了考这个驾照我花了多少
钱了吗？”家住曹县的王静激
动地说，如果不能参加这次考
试，再考试不知等到什么时
候，学到的东西肯定会忘，重
新学习，花钱只是一方面，孩
子没人照顾。小赵在北京工
作，为了这次考试，他专门向
公司请假两周。

上午12点左右，记者来到菏
泽市郑州路，科目三考试路段是
郑州路的一段。造成考生无法考
试的两堆石块，堆在东西两侧的

三个车道上，并有路障包围着，
障碍物两端还摆放着“前方施工

请绕行”的警示牌。
下午2点多，记者联系到

菏泽市交警支队车管所驾驶
人考核科相关负责人。“今天
准备参加考试的有600余人，
我们也是到现场才发现路面
情况，也一直在等，希望路面
恢复考生能考试。”对方表示，
科目三考试场地只有这一处，
加之驾考车辆都有卫星定位，
无法随意更换场地。

随后记者联系到该路段
所辖岳程办事处张姓负责人，

“那是附近居民自发放的。”该
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考试路段
白天考试对附近居民影响还
不大，但一到晚上，很多黑教
练车就在这条路上练车，车辆
一个挨一个。“不但影响空气
质量，也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
了安全隐患。”他介绍称，2014
年一年发生了80多起车祸。

下午5点多，岳程办事处
工作人员回复称，他们和交警
部门已经协商好，办事处负责
将路面清理干净，交警部门用
10天的时间，安排考生考试，
随后，科目三考场将迁走。

危急时刻拉开祖孙俩

日照东港区后村镇
西陈家沟村村民杨雷，投
资30多万元，在自家院子
顶棚上搭建起260多平方
米30KW的分布式家庭光
伏发电站，平均每天发电
100多度，“加上政府的补
贴，相当于每度电以1 . 05
元的价格卖给国家电网，
没几年就能回本。”

文/片 本报记者 化玉军

杨雷在擦拭电池板上
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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