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青岛

报

2022 年 8 月 5 日 星期五
责编：
樊蕾 美编：李帅 审读：赵仿严

“一个超可爱的女孩”你在哪

两名女士在军营门口放下爱心礼物和手写信后离开 官兵们读后给她们回信表谢意

大爱

青岛

文明在身边
感动每一天
早报 8 月 4 日讯 两名年轻女士走
到营区门前，放下 2 个袋子就走了，警卫
战士出门查看，
袋子里是饮料、口罩还有
一封署名“一个超可爱的女孩”手写的
信。8 月 1 日早晨，这一幕发生在驻青岛
的北航某雷达旅营区岗哨前，警卫战士
不能脱岗去追她们，转眼间两名女士就
走远了。连日来，这封信在营区官兵之
间传阅，
大家都是满满感动，
很多战士认
真写了回信，
表达感谢，
他们希望女孩能
看到他们的感恩回馈。

暖心礼物信件送到军营
“当天是 8 月 1 日，早晨 7 点多，我和
战友在岗哨站岗，
发现这两名年轻女士，
每人手里提着一个袋子从远处走过来，
刚开始我以为她们是路过的，但走到门
口 ，她 俩忽然就转身奔 着我们 大门 来
了。”警卫战士张代禄说，他正准备上前
询问情况，没想到两人放下手提袋就迅
速离开了。由于不能脱岗去追，张代禄
在后面喊了几声请姑娘留步，但两人只
留下一个温暖的背影。
张代禄和战友李艳佶小心翼翼地打
开袋子查看，发现里面是 16 瓶饮料、15
只口罩和一封署名“一个超可爱的女孩”
暖心信件。
“感谢你们选择远离舒适圈，
远离灯红
酒绿，
离开挚爱的亲人，
熟悉的故乡，
在日
复一日的单调辛苦的生活里守护着万家灯
火……
“
“一个超可爱的女孩”
在信中写到，
祝解放军同志们建军节快乐，称解放军是
万家灯火的底气，
一起加油。
记者见到了这封信的原件，用一个
信封装着，
信封封面上写了“致解放军同
志们，
辛苦了，
愿平安”
等字样，
封底署名
是“一个超可爱的女孩”。

早报 8 月 4 日讯 8 月 4 日，是一年一
度的七夕节，很多情侣或者夫妻会选择
在这一天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意，但有
时会有一些“意外”
的小插曲打破原本的
计划。记者从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获
悉，早上 7 点 17 分，救援队接到了一游客
被困礁石的紧急救援警讯。接警后，在
崂山南线队员迅速响应立即奔赴现场救
援。事后，
队员们了解到，
是一名男青年
原本打算在石老人“网红洞”
处向女友求
婚，但未注意潮汐变化，结果导致一行 5
人全部被困。
“快！出发！石老人海域，
有人被困
礁石！
”
8月4日早上7点17分，
青岛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挂断救援警讯后，
崂山南线 5
名队员迅速响应立即奔赴救援现场……
“你们不要害怕，
一定要站稳了，
我们
马上就来找你们。
”
7 时 38 分，
队员春风携
带救生衣运用绳索下放至海边悬崖崖底，

官兵们传阅
“一个超可爱的女孩”
写来的信。
打开信封，里面是在一张信纸上手
写的一封书信，字迹也很漂亮，除了祝
福，还有 10 句以“希望”开头的句子，10
个“希望”中关心了官兵们个人生活、工
作、训练等方方面面。

“一个超可爱的女孩”
写来的信。

心，
除了亲情、友情、爱情，
世上还有一份
‘军民鱼水情’
，
我会继续努力奋进，
争做
一名
‘四有’
优秀军人。
”

/ 延伸 /

“超可爱女孩”
青岛有很多

寻找
“超可爱的女孩”

真挚祝福和鼓励感动官兵
饮料和口罩，让官兵在高温天里迎
来了一份清凉和被关爱的感动，更让大
家感动的是这封信。
“看信的落款是 7 月
30 日，这一定是她提前写好，在 8 月 1 日
建军节早晨送来的。
”
张代禄说。
“信中处处充满温暖，
一看这女孩就
特别细心，非常关心我们。”该部警卫连
连长许云磊告诉记者，
看了这封信，
他更
加明白了“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的重要意义，更加坚定了保卫祖国、
守护人民的决心。
随后，这封信件在执勤点位间被轮
流传读，
真挚的语言感动着每一名官兵，
很多战士读着读着眼眶就湿润了。大家
也都在休息时拿出了纸和笔，
给“一个超
可爱的女孩”
写了表达感谢的回信。
警卫战士王文达写道：
“我细细阅读
信中内容，看到信中对我们表达的‘10
条希望’
，
我备受感动，
我将以此为动力，
继续苦练本领，
做
‘万家灯火’
的底气，
持
续当新时代‘霓虹灯下的人民军队’，我
们共同加油！”
警卫战士张代禄写道：
“虽
不知姓名，但我将会把这份感动铭记于

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 可爱的女
孩”给“可爱的人”送来温暖、感动的祝
福，
也感动了大家。
在青岛早报的新闻报道中，近几年
来，
青岛经常发生在军营、
警营、
消防救援
队等单位门前，
给这些
“最可爱的人”
送礼
物的事件。多数是放下就跑，
礼物内留下
一些祝福的话，送来的礼物也多是饮料、
口罩、
食品等。也有爱心市民点外卖，让
外卖小哥直接送到消防队等地方。
礼轻情意重，每一次都是满满的感
动，有些类似的故事中，找到了送礼物的
主角，也有些一直没找到。但“最可爱的
人”都是心怀感激，社会上有那么多“可
爱的女孩”关心着他们，在为人民服务以
及保家卫国的战斗岗位上，他们更有自
信，
更有决心。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首席记者 孙启孟
通讯员 董泓均 摄影报道 视频剪辑
刘宇航）

“我们被这封信感动，
希望能有机会当
面向两名女士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但我
们知道这希望有些渺茫，
期盼她俩能在青
岛早报上看到我们表达的谢意，
这也是对
我们的安慰。
”
该部队官兵说，
他们猜想，
这
两位女士可能就居住在他们军营周边，
也
许她们能听见军营里的号声……
记者了解到，该部队有着良好的传
统，从高山到海岛，从岗哨到战位，该部
队官兵时刻牢记使命任务、践行初心使
命。近年来先后涌现出钟晓峰、赵仁田、
田众等在人民群众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
典型人物，还有持续多年资助家境困难
女孩，助力圆梦大学等被人民群众点赞
的事迹。青岛早报曾经陆续报道过该部
队战士钟晓峰捐献造血干细胞；
赵仁田，
在危急时刻冲上扶梯救下被卡住的祖孙
三人，
而自己受伤；
田众路遇患病晕倒市
民，
紧急出手相助等事迹。
如果你是这两名给官兵送去温暖的
年轻女士，
或有认识这两名女士的市民，
都请拨打青岛早报热线 82888000，联
系早报记者，
我们希望“一个超可爱的女
孩”能给这群“可爱的官兵”一个表达感
谢的机会。

扫 码 看“ 一
个超可爱的女
孩”给官兵送礼
物视频。

求婚惊喜变惊吓
5 名游客在石老人浪漫求婚时被困礁石 幸被救援人员成功营救
慢慢向被困者靠拢。10分钟后，
他接触到
求助者，
经询问，
发现求助者没有受伤，
春
风遂引领他们暂时撤到安全位置，
等候后
续队员增援。随后，
蓝天救援队其余三名
队员枫澜、
道哥、
信天游也到达崖底。4名
队员运用绳索下放系统将5名被困游客一
个一个转运拉上崖顶。
“我们到达事发地点后，看见这 5 名
游客集中在网红洞附近的一块礁石上，
一旦重心不稳，随时都有可能会掉入海
中。我们果断采取紧急救援方案，现场
搭建锚点保护站，将 5 人通过绳索转运
至海域附近崖顶处。”青岛红十字蓝天
救援队队委会成员高玉瑞向记者说。

“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给你们添
麻烦了，真的是没注意潮汐变化。”早上
8 点 14 分左右，石老人海域已经处于涨
潮水势最高峰，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5 名队员把救助上岸的 5 名西安游客安
全交给了警方。事后，
救援队员们得知，
这 5 名游客原本想在石老人“网红洞”留
下美好回忆，
由于在此处逗留时间太久，
没有注意到潮汐变化，准备回去的时候
才惊觉周围已经全是海水，
无路可走。
据被困的男青年说，自己一大早就
携带玫瑰花来到石老人“网红洞”，要给
同行的女友举办一个浪漫的求婚仪式，
但由于对潮汐规律不了解，结果涨潮被

困，发现被海水包围后，他和朋友们都很
慌 张 ，因 离 岸 边 较 远 无 法 自 救 ，只 能 报
警。上岸后，这名男青年不好意思地对救
援人员说，
“ 没想到求婚仪式因为自己考
虑不全面而搞砸了，一旦选择的地方时机
不对，
也有可能变成惊吓。
”
高玉瑞建议市民和游客游玩前关注
天气情况和潮汐规律，尽量不要在礁石上
逗留太长时间，在涨潮前及时退回岸边，
如果发现涨潮，第一时间蹚水回来。如果
潮水上涨过快，建议退到背后崖壁的高
处，现场视情况而判断，要么选择潮水自
然退去，
要么选择紧急求救。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