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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仁：七旬老人为救溺水者献出生命
王中仁，男，1945年6月出生，邹平

市孙镇霍坡村村民。2021年6月19日
早晨五点半左右，王中仁与同村老人一
起在村南的杏花河河堤散步时，突然看
到有妇女跳河，他和同伴快速跑到桥的
东侧查看情况。王中仁救人心切，脱下
鞋袜朝河里蹚去。越走越深，水逐渐没
到了他的胸口。同伴见他在水中行走
越来越困难，觉得王中仁一个人不行，
就跑回村里去喊人。几分钟后，村民带
着救人工具来到河边，看见王中仁已经
浮在水面没有了动作，落水者还在挣
扎。群众把落水者和王中仁老人救上

岸，老人嘴唇发青。120急救车到来后，医生实施抢救，但遗憾的
是王中仁再也没醒来。老人舍己救人的光辉事迹在村里被传为佳
话，村民在赞扬其伟大精神的同时，也对他不幸遇难感到惋惜。

商维如：路遇事故勇救落水者
商维如，男，1945年1

月出生，阳信县流坡坞镇
东商村村民。2021 年清
明节，王秀凤骑电动三轮
车带着小孙女、小孙子外
出游玩，因一时不慎导致
电动三轮车滑入水沟中，
王秀凤被压在车下无法动
弹，两个孩子因受到电动
三轮车车棚保护未受伤，
两个孩子爬到岸上大声呼
救。正在祭扫的商维如听
到呼救，飞奔到河边，直接

跳到水沟中，和赶来的家人一起把电动三轮车搬移，
救出王秀凤。王秀凤回忆说，当时她陷在淤泥里，越
陷越深，水已经淹没到脖子，幸好商维如及时赶到，不
然后果不堪设想。这已经不是商维如第一次救人，6
年前，他还救过一名夜晚骑自行车掉入深沟中的村
民。救出村民后，商维如还把其带到自己家，待村民
情绪稳定、确定身体无碍后才把他送回家。他曾入选

“滨州好人榜”。

冯岗岗，男，1989年 9月出
生，无棣县车王镇五营后村村
民，回族。2020年12月18日下
午，冯岗岗运货途中发现村头一
个农舍失火，他赶紧下车，连外
套都没来得及穿就冲进火海，查
看是否有人受困。确定无人后，
他又急忙为老乡抢运货物。在
他的带领下，附近村民迅速加入
救火行列。“小伙子，你先出去休
息，你的脸都被烧伤了。”救火的
群众纷纷劝他。“我没事，不能让
火继续烧了，再烧到旁边房子，
损失就更大了！”冯岗岗坚定地

说。经过努力，大家终于清理出
了一个隔离带，阻断了火势的蔓
延。就在这时，冯岗岗发现农舍
墙边堆积着几个废旧灭火器。

“这几个灭火器炸了可就麻烦
了，你们往后退退，我把他们转
移出去。”冯岗岗一边对老乡们
说着，一边冲上去转移灭火器。
正在此时，灭火器因高温爆炸，
飞起的碎片击中了冯岗岗的要
害。这个见义勇为的好小伙儿
因伤势过重，献出了年轻宝贵生
命。

冯岗岗：回族好男儿勇闯火海救人牺牲

袁培彦，男，1958年 4月出
生，惠民县孙武街道城隍庙街
村民。2020年6月11日晚9点
左右，县城护城河惠民县人民
法院河段有人不慎落水。袁培
彦正在大约30米左右的地方照
看孙子，听到有人呼喊，他赶忙
跑过去，只见一名中年男子正
在水中挣扎，眼看着只露出两
只手。千钧一发之际，袁培彦
跳进河里，拖着落水的男子奋
力游向岸边。大约两三分钟后，

袁培彦拖着落水者到了岸边。
河边栈道上已经有群众准备拉
他们上岸，但栈道和水面之间还
有半米多高的距离，群众够不到
落水者的手。袁培彦又钻入水
中，抱着落水者的双腿向上托
举，群众趁势将落水者拉到岸
上。袁培彦已60多岁，平时身体
还不大好，但他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退伍不褪色”的军人本色。
他先后入选“滨州好人榜”“山东
好人榜”。

袁培彦：62岁退伍军人勇救落水男子

王磊：勇斗持刀歹徒救出两名群众
王磊，男，1984年11月出生，邹平

恒瑞惠书堂经理。2020年9月12日下
午，王磊正在店里干活，突然邻居张女
士跑进店内，关上门喊道：“快！快报警
啊！有个人拿着刀子见人就捅！”此时，
醉酒男子追到店门口，打碎门上的玻璃
企图破门行凶，王磊临危不惧，拿起身
边的木棍与其对峙。其间，醉酒男子多
次想要抢夺木棍，并被门上的碎玻璃划
伤胳膊。抢夺不成后，男子又看到了另
外一名路过的女孩，冲上去用刀划向女
孩的脖子。这时，王磊手持木棍冲了出
来，成功将男子与女孩分开，并把刀子

打落，踢到路边。另外一位邻居也拖过一辆电动车压在了醉酒男
子身上，二人合力将其制服。被问到是否害怕时，王磊说：“作为一
名退伍老兵，在这种危难时刻就应该挺身而出，要是畏缩在屋里，
这辈子都会后悔。”他先后入选“滨州好人榜”“山东好人榜”。

耿同恩，男，1952年8月生，
博兴县吕艺镇崔庙村村民，中共
党员。2021年正月十六下午，崔
庙村老人张看不小心落水，当时
气温很低，张看整个身子浸在4
米深的支脉河里，情况十分危
急。正在值班的防疫志愿者耿
同恩听到有人呼救后马上赶到
落水点，虽然耿同恩已经年近70

岁，但他毫不犹豫脱掉衣服跳入
河中救人。寒冷刺骨的河水很
快湿透了他的棉衣棉裤，增加了
救人难度，稍有不慎他也会有生
命危险，但他毫不畏惧，立即向
张看游去，拼尽全力抓住张看游
回岸边，最终将张看救上了岸并
送回家中。

耿同恩：70岁老人下冰河勇救落水者

韩建峰：哪里有困难就去哪里的
蓝天救援人

韩建峰，男，1977年2
月出生，滨州蓝天救援队副
队长、沾化蓝天救援队(筹)
队长，中共党员。韩建峰于
2014年底加入蓝天救援
队。入队后，他考出无线电
B类操作证书，可迅速组织
人员进行无线电使用和维
护。之后，他又先后考出国
家应急救助员资格证书、防
灾减灾救灾指导师资格证
书等，积极帮助个人和单位
执行打捞和测量任务。他

因为熟知操作冲锋舟和声呐的使用，已协助公安消防部
门完成水域搜救任务几十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
第一时间报名援鄂，成为山东蓝天救援队第三批援鄂的
队员之一。赴鄂后，他负责物资的接收、登记、运输、发放
及大面积消杀。他每天早上不到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
以后才能休息，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先后获
得“齐鲁最美退役军人”“全省抗击疫情优秀志愿者”“滨
州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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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庆节期间，我市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各项要求，着力丰富文化旅游产品，
严守安全底线，实现假日文化旅游市场平稳
运行、安全有序。据统计，国庆假期7天，全
市纳入统计的11家景区共接待游客56.333
万人次，营业收入1921.44万元。

全市假日旅游市场出
现增长态势，呈现三大特点

文体活动主题鲜明，爱国氛
围浓厚

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博物馆、市美
术馆充分发挥“文化惠民新高地 城市地标
新形象”作用，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强化
通风消毒管理的基础上，陆续推出赏非遗
文化、读经典原著、品书香气韵、学文博知
识、观精品演艺等文化活动，让人民群众真
正享受到了文化惠民的新成果。

同时，各县市区指导各镇街策划开展
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积极向上的群众性
文化活动，如2021年“童心向党 强国有
我”国庆诗会、“迎国庆——我爱我的祖
国 ”主题活动、手工技艺·我爱北京天安门
和国旗飘扬主题活动、2021滨州市非遗曲
艺书场、“强国有我 祝福祖国”摄影作品展
等活动，丰富了群众节日文旅生活。

10月6日，2021第二届“愉悦杯”环滨
州黄河风情带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在
滨州市奥体中心举行。本届比赛共吸引来
自18支在华国际职业队、国内专业及职业车
队的108名精英车手参加。举办本次比赛，
是我市喜庆新中国成立72周年的重要活动，
也是提高我市体育竞技水平、拉动我市体育
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对于提升滨州知名度、
美誉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旅游景区优惠多多，活动丰
富多彩

国庆节期间，惠民县推出了99元畅游
孙子兵法城、武定府衙、魏氏庄园与圣豪丽
景温泉的旅游联票，一票畅玩四大景区；还
推出了80元畅游魏氏庄园和魏集古村落
的旅游联票。两种联票有效期内周末、节
假日通用，相比单个景区更具吸引力，且给

游客带来了实打实的优惠。同时，惠民县
各景区均推出了不同类型的节庆活动，如
孙子兵法城的“兵圣传奇”、武定府衙的菊
花花海艺术节、魏氏庄园的民俗艺术节、魏
集古村落的汉服迎宾大典、鑫诚田园生态
旅游区的亲子游园会等，为大家带来了一
个精彩无限的国庆假期。

无棣古城举办了第一届金菊展，包括
萌宠展览、马戏团、特色美食等项目，吸
引了众多游客。黄河岛景区国庆假期免
门票，吸引众多自驾游车队前来畅玩；千

年古桑园的桑黄、桑茶等系列养生产品
风味独特，吸引各地旅游团队前来品
尝。此外，碣石山景区的爬山登高活动、
马山子镇的出海游、水湾镇的冬枣采摘
以及海丰街道葡萄采摘、猕猴桃采摘等
活动，都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成为了无棣县
的爆款旅游产品。

特色文旅产品受欢迎，研学
游成生力军

今年国庆节期间，博兴县的老粗布、草
柳编等地方特色旅游商品备受消费者喜
爱。博兴县旅游景区的客源主要来自滨州
市区以及淄博、东营、潍坊等兄弟市，游览
方式以自驾游、探亲游、研学游为主。国庆
节期间，博兴县各中小学纷纷组织师生、家
长到麻大湖、博物馆、文化馆非遗展览馆开
展研学活动，该县各景区累计接待研学游
客约6000人次。另外，博兴县红色高家渡
景区举行了“万寿菊赏花月”活动，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国庆假期恰值沾化冬枣成熟时节，大
批游客趁着假期走进冬枣园进行休闲采
摘。在沾化区文化古城旅游景区的游客，主
要参观沾化民俗馆、文庙、民众鼓书院等景
点，近距离体验沾化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沾
化区九牛农牧景区举办了“庆丰收·感党恩”
滨州市沾化区第三届农民丰收节暨书画展，
吸引众多游客参观。乡村旅游点徒骇河沿
线的黄升堤圈、滨海盐田景色优美，吸引不
少外地游客前来游玩观光。

国庆假期强化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实现文旅市
场平稳运行

思想上不松懈，把好疫情防控“第一
关”。今年国庆节期间，滨州各县市区文化
和旅游部门严格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文物局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指示要求，督
导下属各文化旅游经营单位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特别是做好防疫消毒、体温检
测、健康码查验、人流控制、实行分餐等措
施。假期前，市文旅部门核定了全市公共
文化场馆、文博单位、重点旅游景区的最大
承载量，要求各相关经营单位按照“预约、限
量、错峰”原则，科学设置景区游客接待人数
预警上限，尤其是电影院严格设置上座率不
超过75%的上限。国庆节期间，市文化和旅
游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
媒体平台，陆续发布文明、安全出游提示，提
醒游客预约错峰出游。

落实防疫举措不打折扣，守住安全生
产“最前线”。今年国庆节期间，全市各级
文旅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做好国庆节
文化旅游安全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中秋
国庆假日期间值班和信息上报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要求，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
领导带班制度，扎实做好值班值守。节前
全市文化旅游系统深入开展了安全生产集
中排查行动，重点排查旅游景区的游乐设
施、索道缆车、疏散通道、救生设备的安全
运营情况，以及森林景区、文保单位及各类
文旅经营单位的消防安全、电气安全等情
况，并建立问题台账，及时跟踪整改。

今年国庆节期间，市文化和旅游局文
化执法队伍每天都派出执法人员，对重点
景区进行不定时不定点督导检查，确保我
市文化旅游市场有序平稳。整个国庆假
期，全市文化旅游市场未发生重大文化旅
游投诉和旅游安全事件，让来滨游客实现
了“吃得放心、玩得开心”。

国庆假期全市11家景区共接待游客超56万人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李斌 温明华

樱花山国潮游园会深受游客欢迎。

博兴县红色研学游受热捧。 武定府衙景区“金秋菊花展”吸引游客打卡拍照。2021“愉悦杯”环滨州黄河风情带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