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鲸鲸鲨鲨馆馆光光芒芒闪闪耀耀四四周周年年，，年年卡卡88折折无无限限畅畅游游
欢乐海岸游乐场畅玩卡首发，鲸鲨、温泉联票更超值

通讯员 李锋 管昱超

9月23日，烟台海昌鲸鲨馆即将迎来四周岁生日。
海昌海洋公园旗下的烟台海昌鲸鲨馆始终坚持“有
梦·有爱·有快乐”的品牌愿景，致力于为广大游客展
示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提供寓教于乐的海洋科普。
为感谢多年以来社会各界对鲸鲨馆的支持和帮助，特
推出四周年庆钜惠回馈市民厚爱！

即日起至9月27日，办理鲸鲨
馆年卡即可享受8折优惠，单人卡
(原价258元，适用于一名成人)206

元，赠送价值30元的欢乐海岸游乐
场畅玩卡；双人卡(原价358元，适
用于一名成人+一名1 . 4米以下儿

童)286元，赠送价值60元的欢乐海
岸游乐场畅玩卡；三人卡(原价488

元，适用于两名成人+一名1 . 4米以
下儿童)390元，赠送价值100元的欢
乐海岸游乐场畅玩卡或当日通玩
票。

市民牟先生表示：“趁着四
周年庆活动办理了一张鲸鲨馆
三人家庭年卡，当场就领到了100

元的通玩票，孩子看完鲸鲨又接
着到游乐场撒欢儿，这个周末过
得即快乐又充实。”

全年天天看鲸鲨，每天不到一元钱

据悉，为庆祝烟台海昌鲸鲨
馆四周年生日，首次对馆内各展
区进行改造，增加声、光、电等高
科技设备，一场惊艳感官的海底
影光秀即将闪耀开演！波光粼粼
的水下世界，瞬间被五彩灯光点
亮，音乐声、海浪声此起彼伏，深
海风暴、深海旋涡……呈现变幻
莫测的视觉大片！“海洋王者”鲸
鲨引领30余种、3000余只海洋精
灵在灯光下纷纷起舞，让广大游

客感受到“人在海底游”的神奇
梦境！欢乐海岸畅玩卡首发，游
乐场无限畅玩。

另据了解，鲸鲨馆四周年
庆期间，欢乐海岸游乐场VIP畅
玩卡闪耀发售，仅需1188元，不
仅可以在一年内无限次畅游海
昌鲸鲨馆，观赏古老神秘的“海
洋王者”鲸鲨、观看惹人爆笑的
海洋动物相亲、感受震撼逼真
的天幕影院，同时还可以畅玩

欢乐海岸游乐场，体验欢乐对
对碰、海洋转马、海洋列车、冰
雪奇缘等十项游乐设备。与此
同时，海昌鲸鲨馆、雨岱山温泉
联票仅需150元/位，原价248元/

位。相当于仅花一半的钱，就可
以看世界上最大的鱼类——— 鲸
鲨，又可以体验深海养生温泉，
可谓是一举两得！以上优惠活
动的有效期均截止到9月27日，
咨询电话：6792699。

深海幻境影光秀，为鲸鲨馆庆生

深海幻境影光秀。

港港城城好好人人多多，，多多跟跟他他们们学学
有人为送乘客就医连闯红灯，有人拾金不昧主动找失主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于
飞) 牟平区的顾先生脖子上戴
着一条300多克的金项链，每天在
小区进出引起了同小区的王某
的注意，王某伙同其他两位朋
友，在跟踪了顾先生几天后，终
于逮住了机会，在深夜将顾先生
洗劫一空，并把顾先生五花大绑
扔到了野外。

“我被抢劫了，快来救我！”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蛤堆后边防
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报警，立即
前往救援，民警在野外找到顾先
生时，他赤着脚，身上被洗劫一
空。顾先生说，他在路上开着车，
被三个人开车逼停了，三人蒙着
面，拿枪指着他，把他绑了起来，

又用胶布把他的嘴封上，还把手
和脚都绑住了，之后把他那条300

多克的金项链、钻戒、手机和兜
里的300元现金都抢走了。然后就
把他拉到了牟平区大窑镇，扔到
了野外。

顾先生说，他的眼睛被蒙
着，因为忌惮对方有枪他不敢轻
举妄动，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他
感觉四周静悄悄的，就尝试着挣
脱了身上的胶带。挣脱后，看到
四周漆黑一片，脚上的鞋也被他
们拿走了，顾先生踉跄着走了一
段路，遇到村里的一位大哥，跟
大哥借手机报了警。

之后，蛤堆后边防派出所的
民警对此案展开调查，顾先生被

绑架的地点是在牟平城区，民警
调取监控发现，当天晚上，顾先生
的车后面一直有一辆车跟着，民
警从这辆车入手，找到了犯罪嫌
疑人王某和他的两个同伙。

原来，王某和顾先生同住
一个小区，早就注意到顾先生
戴着一条很粗的金项链，明晃
晃地很扎眼，他看着心里直痒
痒，就跟自己另外两位朋友一
合计，租了一辆车，连续好几天
一直跟着顾先生，预谋对顾先
生进行绑架抢劫。案发晚上，终
于逮住了机会，趁着夜深无人，
三人将顾先生洗劫一空。事后
三人将首饰卖了，赃款平分，目
前三人已被刑拘。

一一条条大大金金链链子子引引来来的的劫劫案案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王永军 ) 记者了解到，

对于日前福山区东厅街道
西厅居委会个别住户饮用
水出现蓝色的问题，福山区
政府经排查发现，一住户卫
生间马桶水箱内装有蓝色
洁厕球，且水箱未安装止回
阀，经检测，该洁厕球和蓝
色水样均定性检出同一致
蓝物质。

经现场实验，停水时管

网水压降低，该马桶水箱蓝
色液体倒流入管网(虹吸现
象)，致使同一支管网个别
住户供水伊始出现蓝色，且
持续时间较短。

经山东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检测，该住户使用的
洁厕球和个别住户蓝色水
样中均定性检出同一致蓝
物质。该住户马桶水箱已停
用，个别住户饮用水蓝色问
题消失，供水已恢复正常。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隋彦丽)

“×××，我是你老公女
朋友，我爱上你老公了，我
要和他结婚！这里有我和他
的相片，你还是自己去看
吧。”这个附带网址的短信，
让莱山区朱女士信以为真，
点开后才发现是木马病毒，
朱女士开通手机银行的多
张银行卡内存款不翼而飞。

如果你是已婚女士，收
到这样的短信是不是要气
血上涌？近日，望海派出所
民警接到朱女士的报警，她
说自己收到了这样的短信，
一气之下就点开了这个链
接，但并没有看到所谓的亲
密合影，她还以为是手机网
络问题。不过，很快，她的好
几张开通了手机银行的储
蓄卡上的钱全没了，一共
3200元。朱女士称，真的不
知道现在的骗子这么厉害，
手脚这么快，第二天再去银
行已经来不及了。

民警调查发现，朱女士
的手机中了一款叫作“相册
木马”的病毒。手机用户点
开超链接后，“相册木马”病
毒会自动在手机后台下载
安装一个APK文件。“相册

木马”会窃取手机上保存的
各类隐私信息，包括微信、
网银、支付宝账号及密码
等，还具有屏蔽短信、偷偷
对外发信息等功能，实现病
毒式扩散传播。

民警介绍，机主收到的
短信上面都会出现正确的
机主名字，因为这本来就是
木马病毒从机主朋友的手
机通讯录里复制出来的！

“相册木马”还有一个很厉
害的特点，经常换“时装”。
其实，近年来，它已经穿过
好几件不同的“外衣”，“同
学会纪念相册”“毕业照相
册”“老乡聚会相册”等。

望海派出所民警提醒，
如果收到类似信息，不管来
源是手机短信还是QQ、微
信，只有一个办法：不点开！
如果来信的对象显示是亲
朋好友、银行或者移动运
营商，都不要点开——— 这
是病毒的另一套“时装”，
它能伪装来信方！如果你
想点开，必须先给对方打
个电话问问，到底给你发
过消息没有。说不定，对方
还不知道自己中了病毒，
你还能提醒一下，挽救他的
账户安全！

““小小三三””发发来来老老公公出出轨轨照照片片
女子打开竟是木马病毒，3200元打了水漂

福山区一村庄饮用水呈蓝色原因已查明：

一一住住户户的的马马桶桶水水箱箱未未安安止止回回阀阀

放放入入洁洁厕厕球球后后水水倒倒流流入入管管网网

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
小而不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
由琐碎的小事堆砌而来，然
而，在这些小事中，有让你气
愤的“渣事”，也有让你暖心的
好人好事。最近几天，就有很
多充满正能量的小事温暖着
港城。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蔡晓) 15

日早上7：15左右，8路公交车
驾驶员杨皓驾驶鲁F15881从
海滨小区场站发往幸福方向，
行至传染病医院站点时，一名
抱着孩子的女乘客跑到车门
前，一边吆喝比划着，一边焦
急万分地拍打着车门。

打开车门后，女乘客立即
上车央求驾驶员将车开往烟
台山医院，因孩子突生急病急
需去烟台山医院就诊。看到这
位急切哀求的母亲，再看看她

怀里紧闭双眼的孩子，杨皓立
即起身征求全车乘客同意，然
后赶紧将车一路打着双闪、连
闯数个红灯，以最快的速度将
车开往烟台山医院。

事后，当这名女乘客将感
谢电话打至公司，大家才知道
杨皓同志助人为乐的感人事
迹。乘客张女士表示，当时正值
上班高峰期，大家都急着上班，
在很难打到出租车的情况下，
幸好有杨皓师傅的热心帮助，
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医院，
同时也感谢车上的其他乘客。

公交司机连闯红灯送乘客就医1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许鸿梅)
16日上午，乘客王女士来到33

路公交车队，送来一面写有
“拾金不昧，品德高尚”的锦
旗，表扬33路公交车驾驶员孙
金成师傅。

几日前，33路鲁FV2131公
交车驾驶员孙金成收拾车辆
卫生时，在座位下捡到一个
女士钱包，里面有面值8000多

元的商场购物卡、现金2000多
元、银行卡等物品。孙金成及
时上交，调度员根据钱包里
的名片，第一时间联系到了
失主王女士。接到电话，王女
士非常激动，因为她正在为
这事儿着急上火。

拿着失而复得的钱包，
王女士非常感动，连声道谢。
16日，她还特意送了一面锦旗
表达自己的谢意。

乘客钱包落车上，公交师傅急送还2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于飞 ) 近日，市民盖女士到
芝罘区幸福十二村批发市场
买菜的时候，把自己的小挎包
弄丢了，挎包里有不少钱，这
可急坏了盖女士。本以为难以
找到，没想到仅过了几个小时
挎包就被送了回来。

盖女士说，当时她骑着一
辆电动车，把挎包放在电动车
上并没有在意，要找钱的时候
才发现挎包不见了。

“包里有五六千块钱，我
拿着本来想去银行存来着，钱
丢了我急得都哭了。”盖女士
说。幸运的是，没过过久，盖女
士的女儿宫女士就接到了派
出所的电话，民警告诉宫女
士，有人捡到了她妈妈的挎包
了，让她过来认领。

宫女士到派出所拿到母
亲的挎包后，发现里面的东西
都在，现金一分不少。“都没想
到钱还能在里面，想着有身份
证和银行卡在就不错了，也就
不用补办了，挺知足的。”宫女
士说，真是非常感慨，难得遇
到了好心人。

派出所的值班民警说，捡
到包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
他把挎包送到派出所来，说包
里的钱不少，失主应该挺着急
的，让民警赶紧帮忙找找失
主。之后民警根据身份证信息
联系到了宫女士，可是这位拾
金不昧的小伙子并没有留下
联系方式，民警只知道他叫王
俊丰，在开发区一家矿业机械
公司上班。

盖女士决定当面去感谢
一下这位好心人，她制作了
一面锦旗，去王俊丰的公司
找人。在车间见到王俊丰后，
盖女士急忙拉住了这位小伙
子的手，把锦旗递给他，还拿
出钱给他，盖女士说捡到的
钱有一半都应该给王俊丰，
可是他说什么都不肯收。

王俊丰说，当天早上上
班的时候，在路边上捡到了
盖女士的挎包，他本以为里
面能有联系方式，可是打开
后并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他
觉得派出所能根据身份证找
到失主，就把挎包交到了派
出所。

买菜时丢了挎包，小伙捡到交给民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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