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伙伙掀掀门门帘帘偷偷手手机机贼贼被被抓抓
4人租住烟台租车来威海偷，还抱着5个月大婴儿做掩护

派出22名黑保安

物业公司被取缔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王振芳 ) 市区一
物业公司私自对外经营保安服
务，还跟几家银行签订保安服务
合同，如此“黑保安”存在了2年
多，目前被警方取缔。

日前，环翠公安治安大队开
展保安服务市场专项整治，治安
民警发现某物业有限公司未经许
可从事保安服。经查，这家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法定
代表人王某，为获取非法利益，
2013年4月以来以每人每月3200
元至4000元的价格先后与市区多
家银行签订保安合同，派遣22名
黑保安到银行提供保安服务。警
方依法将该公司取缔。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王德兰 ) 威海
市支持开展土地托管推动农业规
模化经营，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和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前提下，威
海市农发办与供销联社合作，支
持荣成市成功申报首批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土地托管项目，争取财
政资金560万元，推动4000户农
民、3万亩土地完成规模化托管，
年可带动农民增收900万元。

揠苗。有成语揠苗助长，也
说拔苗助长。讲的是古时候宋国
有人，嫌禾苗长得慢，就一颗一
颗地往上拔起一点，回家还夸口
说：“今天我帮助禾苗长高了！”
他儿子听说后，到地里一看，苗
都死了。后来用来比喻违反了事
物的发展规律，急于求成，反而
坏事。

蹲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是：在一定时期内控制施肥和灌

水，进行中耕和镇压，使幼苗根
部下扎，生长健壮，防止茎叶徒
长。这个解释专业，但有点文。老
百姓的话是：该长的时候长，不
该长的时候不能长。比如麦苗，
春节前麦苗必须猫冬，处于休眠
状态，遇暖冬麦苗跃跃欲试往上
窜，农民就会用碌碡“镇压”它，
让它变老实些，目的是让它积蓄
能量，静待春天的到来，到那时
拔节、抽穗、灌浆……

困苗。胶东农民用语。大意
是新买来的禾苗、菜苗，如地瓜
苗、茄苗、辣椒苗等，不急于马上
栽种，而是用湿布保湿根部，让
茎、叶裸露，故意让其失去部分
水分而萎缩、打蔫，这种做法就
是困苗。等苗饥了、困了、疲了，
褪去原有的娇嫩，再去栽种，遇
到土壤、水分、肥料、阳光，变得
质朴、老诚而接地气，急切地与
土地融合在一起，挺直茎秆、伸
展叶脉，变得自信而有底气。

揠苗、蹲苗、困苗，都讲的是
对苗的不同处置方式。揠苗显然
是错误的，而蹲苗、困苗则是农
民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科学
方法。这三种对苗的对待方式，

对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有借鉴意
义。揠苗式的提拔，就是不该提
拔的提拔了。君不见那些“官二
代”得到太早、太多的庇荫，坐着
火箭而来，不知珍惜而过早凋谢
了。正应了《菜根谭》中的一句
话：“开先者谢独早”，这是害苗、
摧残苗；而蹲苗式、困苗式培养
干部，是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天
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让干部多在实践
中摸爬滚打，锻造泥水下得去的
意志品质，这样即使提拔稍晚了
一点，今后会“伏久者飞必高”这
才是真正的护苗、爱苗。

但愿组织主动、个人自愿的
蹲苗、困苗。(经区国税局 时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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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法原理研发出电热敷盐

走进无棣精盐厂的生产研发工
作室,就看到一盒盒已经包装好的
电热敷盐,这些不同型号的电热敷
盐采用的都是同一种加热原理—电
力加热。无棣精盐厂副厂长王连贞
全程参与了电热敷盐的研发过程,
据王连贞介绍,热敷疗法可扩张毛
细血管、增加汗腺分泌、促进血液循
环、提高机体新陈代谢的速度,对缓
解腰酸背痛、关节炎、慢性胃痛、腹
泻、神经痛、畏寒症等也有帮助。

“炒盐热敷是民间传统的理疗
方式,同时盐炒热外敷治病也是很
古老的中医疗法,在消炎、镇痛、调
节平衡等方面十分有效,热盐的保
温性、渗透性强,不仅能将热温渗透
体内,还能将体内的病气、寒气吸出
来。”

根据炒盐热敷的理疗原理,无
棣精盐厂自主研发成功电热敷盐,
另外一位主要研发技术人员王风辉
告诉笔者,“电热敷盐使用起来非常
方便,接通电源即可加热,包括车载

电热敷盐在内全部采用通电加热,
改变早期“炒盐”或此前热敷盐袋需
以微波炉加热的方式,操作更加简
便。”

■ 电加热,比以前方便多了

据了解,电热敷盐的外包装袋
是用棉麻制成,而内包装袋却是由
人工一针一线缝制起来的,在原料
的选取上,也是严格把关,海盐是纯
天然无污染的优级海盐,经过粉碎、
洗涤、脱水、烘干、筛分5道工序,然
后经过质检与中草药一起接受紫外
线高温灭菌消毒,“天然海盐具有消
炎止痛作用,而中药具有疏通血脉、
祛除血瘀的作用,两者结合在一块
会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

电热敷盐在无棣当地有非常大
的认可度,很多人会选择使用热敷
盐的方式缓解一天劳动下来的疲
劳。“记得小时候,我爷爷一有个腰
酸背痛,就喜欢用热毛巾热敷,后来
自己做了个盐袋子,盛上粗盐,自己
炒热了热敷,疼痛就减轻很多。”谭
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无棣县人,儿时

的记忆里就有了用盐热敷的印象。
“现在有用电加热的产品了,不用像
以前那么麻烦,一个盐袋子可以反
复用200次,简单好用多了。”

电热敷盐功效主要是刺激穴
位，使局部皮肤温度升高，肌肉放
松，毛细血管扩张，从而改善局部以
及全身的血液循环，从而疏通血脉。
天然海盐具消炎止痛、舒筋活血、促
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疼痛之功效；
中药具有疏通血脉、祛除血瘀之效
果，通经活络功效显著。

对久坐或长期伏案工作者、体
力劳动者、运动人群、肌肉关节疲劳
人群、妇科疾病、风湿、类风湿、关节
炎患者有莫大的好处,可以缓解肌
肉疲劳、疏通血脉。为方便读者购
买，本报特联系厂家直接供货，有需
要的读者可以联系本报编辑部。

当当无无棣棣海海盐盐遇遇到到中中草草药药…………
滨州无棣自古以来盛产海盐,煮盐业十分发达,盐除

了食用价值以外,还有并不为人熟知的药用价值。有近30
年历史的无棣精盐厂根据传统热敷原理生产出了一种电
热敷盐,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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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乳山山地地毯毯式式清清理理废废弃弃反反光光膜膜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于京洲 ) 16
日，乳山市供电公司开展废弃反
光膜专项整治行动，千余名员工
轮流排班，地毯式清理变电站及
供电线路周边的反光膜，确保用
电安全。

当日上午，百余名员工来到
崖子变电站，清理方圆1000米及
供电线路周边1000米内的废弃
反光膜。近年来，乳山苹果产业
发展迅速，果农大量使用反光
膜，反光膜重量轻，镀有金属铝，
冬季多发大风，反光膜易缠绕电

力线路和设备，铝有良好的导电
和导热性，极可能造成线路跳
闸，成为农村居民可靠供电的主
要威胁，并且严重污染环境。针
对反光膜产生的种种危害，乳山
供电公司积极与果农沟通，号召
果农收集反光膜，同时与镇上合

作回收废弃反光膜，压缩后送到
垃圾站。

为保证冬季供电安全，乳山
市供电公司千余名员工轮流排
班，对反光膜覆盖较广的崖子、
诸往、午极、下初四个变电站展
开地毯式清理。

C02 城事 >>>>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陶相银 ) 15日夜，4贼作案后
驾车逃离威海时被便衣民警抓
获。这两男两女还带着一5个
月大婴儿。四人租住烟台，租
车到周边城市盗窃，近一个月
频频来威，曾一天就盗得6部
手机，婴儿是他们作案时的掩
护工具。

11月19日，两女市民逛经
区某商场时手机相继被盗。民
警调阅监控确认两起案件系同
一伙人所为，他们主要在商场
出入口，趁顾客掀门帘时盗窃
上衣外兜内的手机。民警进行
调查，他们却人间蒸发了一般。
便衣侦察大队民警以为是一流
窜作案团伙，已逃离威海。但不
久后，这伙人又在威海出现，盗
窃几部手机后又消失。如此反
复多次，最多的一次，他们曾一
天盗得6部手机。

综合多次案情，民警掌握
了这一团伙的大体情况——— 两

男两女，其中一女子抱孩子，作
案时他们一拥而上围住受害
人，即遮挡他人视线也吸引受
害人注意力，其中一人趁机下
手。这伙扒手突然出现又突然
消失，民警由此断定他们不住
在威海，而是从周边城市过来，
得手后立即逃离，而且有交通
工具。

12月15日下午，又有一市
民的手机被盗，案发地仍是经
区某商场。民警快速赶到调阅
监控，果然又是这伙贼！警情被
迅速通报给各警种，全市协查
由此展开。

在驶离威海的各路口，警
方加大排查力度。当晚6时许，
一辆烟台牌照的轿车准备上烟
威高速公路时被拦下，车内有
两男两女，还有一名婴儿，他们
的体貌特征也与通报相符。民
警当场控制住四人，搜查车辆
起获6部来历不明的手机，用于
易装的口罩、假发、帽子等物

品。
这4人被移交便衣侦察大

队，4人交代他们租住在烟台

市，轿车也是租来的，也交代了
部分行窃事实。本案还在进一
步审理之中。

托管土地3万亩

荣成获奖560万元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郭昊 冷雪 )

日前，环翠区审计局组织16名工
作人员考试，内容包括《宪法》、

《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
基础知识。此次考试进一步强化
了领导干部法律法规知识学习，
营造了“以考督学、以考促学”的
学习和工作氛围，为推进审计事
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环翠审计

以考促学

犯罪嫌疑人用于乔装打扮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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