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壹读
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编辑：翟恒水 组版：李建民

山东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青岛8月6日讯（记者
刘震） 胶州一小伙酒店摆婚宴，
吃完后30多名亲友腹泻进医院，
经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报道，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目前胶州市场监
管局已经介入调查。5日晚，一名
疑似酒店工作人员的男子冒充市
场监管人员打电话对某转载该文
章的自媒体人进行了恐吓，说出

“想死成全你”等语言，对此，胶州
市场监管局已报警。

6日上午，记者从胶州市市场
监管局了解到，由于杨先生投诉
时已经超过了《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关于食品留样需保
存48小时的规定时限，市场监管
局无法对8月1日当天食品留样进
行检测。目前该局已对该酒店现
有食材进行现场抽样调查。

记者还了解到，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关于高丽亭酒店的新闻稿
件被多家自媒体转载，一位自媒体
作者齐先生告诉记者，8月5日晚，
一位自称市场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的男子给他打电话，对其进行恐
吓。电话录音显示，该男子口出污
言秽语，称“想死成全你”，并向齐
先生索要地址。经过记者核实，该
男子并非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目
前齐先生和胶州市场监管局皆已
报警，警方已介入调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隋忠伟 通讯员 韩莉莉

也想像妈妈一样
做一名教师

8月6日上午，记者来到逝者
王秀奎的家中见到了她的女儿
孟瑶，她正在挑选填报志愿的本
科院校，稚嫩的脸上透露着与她
年纪不相符的坚定。今年高考，
孟瑶考了456分，超过本科线7
分，考试科目选的语文、数学、英
语、历史、政治、生物，她想挑选
些山东省内的院校，不想离家太
远，也希望像妈妈一样成为一名
人民教师。

“4月7日下午是我最后一次
见妈妈的样子，那时候妈妈正在
从五莲县人民医院转到山东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在县医院楼下
转移的过程中，匆匆看了妈妈一
眼。”孟瑶告诉记者，一直到高考
结束，也没见过妈妈。“直到7月14
日，爸爸叫着舅妈和姑姑来到家
里，我才知道妈妈离世并且捐赠
器官的事情。”

孟凡合介绍，孟瑶在离家4
公里的五莲一中上学，平时都是
孩子自己骑电动车上下学。孩子
妈去世后，便让孩子住在她舅舅
家里，跟她谎称自己在济南照顾
她妈妈。后来6月份把孟瑶接到

家里，又谎称她舅舅和舅妈在济
南照顾妈妈。

孟瑶回忆道：“妈妈是一个
脾气很好的人，遇事情也很乐
观。”孟瑶说，“妈妈是平凡的，
也是伟大的，将来我也要做一
名像妈妈一样的人民教师。”

丈夫说非常理解
并支持妻子的决定

王秀奎，1968年出生，中共
党员。1987年参加工作，自1989
年开始一直在于里镇中心小学
任教，“两次县优秀教师、十二次
镇优，连续三年获‘百名优秀班
主任’”，这些荣誉称号是对王老
师33年从教生涯的最好肯定。

2006年，王秀奎突患脑胶
质瘤，先后经过两次开颅手术，
无法继续参与一线教学，但她
在患病后仍然心系工作，主动
找到校长，要求到学校图书室
工作，分担一下其他老师的工
作压力，让他们能在讲台上投
入更多的精力。就这样，王老师
担任了学校的图书管理员，负
责学生图书借阅和分发学校图
书报纸，有老师的信件、包裹，
她总是第一时间送到他们手
中，有王老师在，学校的图书管
理总是井井有条。

“患病期间，妻子一直以乐
观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病情，后

来她告诉我，去世后与其烧成
一把灰，不如把有用的器官用
来帮助他人。”孟凡合说，妻子
是一个心有博爱的人，他非常
理解并支持妻子的这个决定。
2018年3月29日，在孟凡合陪同
下，王秀奎来到了五莲县红十
字会，申请进行器官遗体捐献
登记。

2020年4月8日，王秀奎老师
的病情愈加严重，丈夫陪她来到
了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观察
治疗。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王老
师已经神志不清，但在短暂的清
醒之时，她仍不忘一再叮嘱家人
一定要完成她最后的心愿。4月
10日，王秀奎老师在山东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病逝。作为她的家属
和执行人，孟凡合忍着悲痛协助
红十字会完成了各项器官和遗
体捐献程序。

经医学评估后，王秀奎老
师捐献了眼角膜、肝脏、肾脏，
遗体捐献给山东历明科技职业
学院，用于医学研究及教学。

孟凡合告诉记者：“等我百
年之后，也将捐献有用器官帮
助他人。”

王秀奎老师是平凡的，但
却是伟大的。王老师虽然走
了，但她的义举，让我们深深
体会到她的那种无私、博爱、
奉献精神，这种大爱值得全社
会大力弘扬。

本报淄博8月6日讯（记者
赵原雪） 6日，淄博市中级人民
法院通过远程视频系统，一审公
开开庭审理了山东省民政厅原党
组书记、厅长陈先运受贿一案。

淄博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3年至2019年，被告人陈先运
利用担任山东省章丘市委书记，
济南市委常委、副市长，德州市委
副书记、市长，临沂市委副书记、
市长，山东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
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
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
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为相关单位或个人在项目中
标、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4159万余元，依法应以受
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陈先运进行了最后
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告人
亲属及各界群众共计20余人旁听
了庭审。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受贿4159万

省民政厅原厅长陈先运

受贿案一审开庭

喜事成糗事

有人冒充政府部门

威胁媒体转载人员
胶州市场监管局已报警

女教师捐献遗体
让五名患者重生
女儿高考后才知道96天前妈妈已去世

王秀奎老师生前与丈夫和女儿的最后合影。

近日，五莲县女教师王秀奎无偿捐献器官和遗体帮助5名患者“重生”的感人事迹传播开
来，更让人感动的是，为了让女儿安心高考，在妈妈去世96天后，女儿孟瑶才知道伟大的妈妈已
经去世，并无偿捐献了器官和遗体。8月6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见到正在家里填写高考志
愿的孟瑶，她表示要报考师范院校，像妈妈一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
蒙 汪泷 见习记者 易雪

焦子麒
万元奖金捐给山里娃

“请帮我把这个奖金捐出去

吧，就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也算
实现我的梦想了。”8月6日，在烟
台海边冒险勇救落水女子的焦子
麒，得知自己荣获“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特别奖”及一万元奖励时，
第一反应就是把奖金捐出去。在
他看来，救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情，获赠奖金是意外之喜，贫困地
区的孩子比自己更需要这笔钱。

8月6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授予
焦子麒颁奖词上写道：“深夜海
边，潮水汹涌，目睹生命遇险，他
毫不犹豫跳下4米高台，迎着风浪
奋力搏击，为落水女子抢回一线

生机。20多分钟的生死营救，险象
环生，惊心动魄，他累到筋疲力
尽，全身留下100多处伤口。‘我会
游泳，我下去吧’，从一句朴素的
话语里，我们看到人心的美好与
善良。勇敢的山东小伙，谢谢你带
给我们的暖意。发自本心，守护生
命，因为有你，人间值得！”

徐辰杰
受到鼓舞勇气倍增

8月6日，在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刊登了邹城“瓷娃娃”徐辰杰今
年高考考取654分的好成绩，并梦

想考入山东大学之后，他的奋斗
事迹在第348期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评选活动中，荣获“正能量
奖”，以及5000元正能量奖金。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第一时间
将证书和奖金送到了他的手中。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授予徐辰杰
的颁奖词中写道：仲夏时节，一
封封高考录取通知书整装待发，
又一群少年即将掀开人生新的
篇章。而在所有不平凡的他们之
中，徐辰杰是超励志的一员。他
是身高只有1米2的“瓷娃娃”，却
有着钢铁般坚忍的意志，654分

傲人成绩单的背后，是他十二年
如一日的艰辛付出。生命以痛吻
我，我仍报之以歌。“别人能做
到，我也能做到”，即使历经种种
磨难，他依然朝着梦想前行，用
顽强毅力和不懈努力，书写出青
春最美的样子。高考并非终点，
而是一个新的起点，祝福从轮椅
上起飞的他，继续逆风飞翔，拥
抱更加美好的明天！

收到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
荣誉证书以及五千元奖金，这是
徐辰杰始料未及的，“收到来自阿
里巴巴正能量的精神、物质双支
持，让我备受鼓舞，勇气倍增。”

跳海救人小伙和瓷娃娃学霸双获正能量奖

本报潍坊8月6日讯（记者
秦国玲） 今年潍坊一中学子孟
令昊取得了高考711分的成绩，随
着高考志愿填报的进行，不少自
媒体爆出“孟令昊参加政审”“拒
绝清华北大，选择国防科技大学”
等消息。6日，记者获悉，孟令昊已
填报清华大学志愿，未报考其他
任何学校。

记者获悉，高考志愿填报之
后，孟令昊每天坚持学习。记者联
系到高三K4班班主任张景涛。他
表示，孩子和家长已经辟谣，自己
也在朋友圈为他辟谣了，孩子已
与清华大学签约。孟令昊也在微
信朋友圈晒出山东省2020普通高
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表，并发文
辟谣：真的不是去军校，也没有参
加政审，已经填完了清华的志愿，
是计算机系。他也表示，国防科技
大学是一所好大学，为祖国效力。
致敬将青春献给祖国国防事业的
学子们，在清华也要为国效力。

本报烟台8月6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乔靖） 8月6
日，长岛大钦岛1名产妇大出血危
及生命。因大钦岛医疗条件和航
班条件限制，长岛综合试验区应
急管理局请求派专业直升机前往
救助。在机组人员和现场医务人
员共同努力配合下，产妇被及时
送到医院就诊。

这期间，机组人员与长岛应
急管理局保持联系，跟进协调接
机和救护车等事宜，为患者争取
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据悉，这是近日长岛综合试
验区应急管理局向北海救助局发
出的第二次请求救助。8月4日，长
岛大钦岛1名男性岛民突发意识
不清，双侧肢体活动不良，初步诊
断脑出血，随时有生命危险。受大
钦岛医疗条件和航班条件限制，
长岛综合试验区应急管理局请求
派专业直升机前往救助。

北海救助局飞行队值班人员
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前
提下，不惧高温，坚守岗位，全力
以赴执行救助值班待命任务，用
最朴实的行动认真履行救助值班
待命职责。

711分考生辟谣：

志愿是清华大学

产妇大出血
直升机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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