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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三三女女生生白白血血病病牵牵动动师师生生心心
患者在济南接受治疗，所在学校两天捐款6万多

基层群众当上
法庭陪审员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
运恒 ) 22日，在惠民一中百度
贴吧，一则“向身患白血病高三
女生捐款”的帖子引来不少关
注。惠民高三学生杜绪然今年17
岁，9月19日被查出患有白血病。
学校师生及时发出倡议，两天捐
款6万多元。

“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花了
12万元，目前孩子在做第二个
疗 程 的 化 疗 ，身 体 还 比 较 虚
弱，暂时还没脱离危险期。”杜
绪然的父亲杜明强说。目前，

全校师生也开始对杜绪然进
行捐款。

“各位校友，帮帮你们的同
学吧，虽然你们可能不认识。”在
惠民一中的百度贴吧内，一则捐
款倡议的帖子引起了不少老师
和同学的关注。原来高三(12)班
的女生杜绪然刚刚被查出得了
白血病，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
家庭已经无力承担。“一个多月
前，杜绪然连续五天发烧，本来
以为是重感冒，后来去惠民一家
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孩子患了急

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得知消息的一家人震惊了，

怎么都想不到平时活泼可爱的
杜绪然会得这样的病。10月7日，
杜绪然从惠民县当地医院转到
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目前正在
接受的第二个疗程的化疗。

杜绪然今年17岁，家住惠民
县皂户李镇添丁村，杜绪然父母
二人一直在广州打工，家中本来
积蓄就不多，杜绪然患病让这个
农村家庭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压
力。杜绪然所在的高三(12)班班

主任穆建新介绍，杜绪然在班级
内学习一直很好，突然患病让周
围的老师和同学都很担心，“半
年后就要高考了，很多同学都盼
着她能尽快治好病跟大家一起
参加高考。”

为了帮助杜绪然治病，让她
能有机会重返校园，惠民一中工
会和团委也于21日提出倡议，号
召学校老师和同学为杜绪然捐
款。目前，全校师生已经为杜绪
然捐款六万多元，并将尽快送到
杜绪然家人手中。

收收费费员员清清扫扫卫卫生生捡捡到到三三万万元元现现金金
凭借纸条上一个电话几经周折联系到失主

19日，惠民县石庙镇伞赵村三胞胎母亲张莹莹一家可高兴了，来自青岛的贝因美奶粉爱心经销商
给三胞胎捐赠了一年的奶粉。三胞胎从一出生就住保温箱，花了十几万元治疗费用，让这个单亲家庭
负债累累。青岛贝因美经销商了解情况后，决定给3个孩子免费捐赠一年10800元的奶粉，向这个困难
家庭伸出援助之手。

本报通讯员 董泽元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影报道

惠民三胞胎
吃上爱心奶粉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张照鹏 韩志勇 记者 邵芳)

德州一男子借钱为妻子看

病，不成想半路将3万元救命钱
丢失，恰巧被国道205滨州收费
站二中队队长孟宪军捡到。孟
宪军几经联系，终于找到了失
主。但直到收费站收到感谢电
话，才知道孟宪军拾金不昧的
事迹。

9月28日上午，205收费站
二中队队长孟宪军带领队员清
扫收费广场的卫生时，发现路

面上有一个黑包。他走上前去
打开一看，里面竟有三摞面额
为100元的钱币，大约3万元左
右。从包的成色看，不像是有钱
人丢失的。

猜测失主一定很着急，孟
宪军仔细观察包内有无可联系
的线索，除了钱外，只找到一张
写着潦草数字的纸。他立即按
照这一线索拨了电话，一连打
了几次电话终于通了。当问对
方是否丢了钱时，谁知却遭到
对方的一顿抢白，“你才丢了钱

呢”！随即就把电话挂掉了。这
下倒把孟宪国给弄懵了，但仔
细一想，失主留下的电话号码，
不是自己的，也应该是与他有
联系的人的，孟宪军于是发了
短信说明情况。

果然，时间不长对方来电
了。原来，这个电话是失主王永
强邻居的。起初，邻居并不知
情，收到短信后，感到事情有些
蹊跷，人家不会无缘无故打电
话问丢钱的事啊，便一下想到
了王永强，他的妻子在滨州住

院，他刚刚借了30000元钱去了
滨州，于是邻居便与王永强联
系询问情况。此时，王永强正在
滨州附属医院急得火烧火燎，
在去滨州的路上不知啥时把家
人的救命钱丢了，回家筹集这
笔救命钱不容易，又该拿什么
给妻子治病呢。

当失主王永强从孟宪军手中
接过这笔钱时，激动的泪水在眼
圈里打转：“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如果这笔钱丢了，我老婆的病也
就甭治了，你们真是大好人啊！”

本报10月23日讯 (通讯员
马红磊 记者 赵树行 ) 无棣
县人民法院注重吸收基层群众参
与司法诉讼，建立了一支素质过
硬的人民陪审员队伍，近几年参
审率达到57 . 1%。

为创新人民陪审员管理模
式，推进司法公开，弘扬司法民
主，提升司法公信，无棣县人民法
院积极组织开展人民陪审员增选
工作，让群众亲自参与到司法活
动中。通过优化结构，吸收了不同
行业、性别、年龄、民族等基层群
众，确保了人民陪审员队伍的广
泛性、代表性和群众性。

此外，无棣县人民法院还完
善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了考
评机制和奖励机制，健全正常选
任和退出机制，充实后备人选信
息库，实现信息化管理。通过采取
集中授课与庭审观摩相结合的方
式，提高了陪审员的履职能力。

二手车主犯糊涂
帮嫌犯修车被捕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田
晓剑 记者 王茜茜) 刘某从二
手车市场买来货车，不料朋友驾
车时发生肇事逃逸案，因帮朋友
修理肇事车辆，刘某以涉嫌帮助
毁灭证据罪被取保候审。

3月10日22时，惠民县永莘路
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一辆
轻型货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
撞，造成电动车主李某受重伤，经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
到现场，仅提取到肇事车脱落的大
灯残骸和部分漆片。根据提取的残
骸，初步确定肇事车辆为轻型货
车。民警调取案发时段的所有监
控，发现有三辆轻型货车在案发时
段由东向西经过该路段。经多方排
查，一辆鲁MS35**轻型货车嫌疑
较大，因几年前发生过重大交通事
故，已通过二手车市场出售。辗转
多日后，民警终于找到了买主济南
市商河县刘某。

3月18日，民警成功截获肇事
车辆及其驾驶员刘某。但驾驶员
刘某称，3月10日晚驾驶该车的并
非刘某本人，是同村的刘一。9月9
日16时，民警在当地一家银行附
近将刘一围捕。犯罪嫌疑人刘一
如实供述了撞人肇事逃逸的犯罪
事实，而刘某帮刘一修理肇事车
辆，以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取
保候审。

消防风采录

为进一步规范整顿消防产品市场秩
序，切实提高消防产品质量，保障社会公
共消防安全，提升社会火灾防控能力，近
日，滨城区公安消防大队深入辖区各重
点单位开展消防产品质量专项整治行
动，坚决打击各类假冒伪劣产品，切实从
源头上消除火灾隐患，净化全区消防安
全环境。 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先后对
辖区宾馆、饭店、加油站等场所的消防产
品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了各单位场所
的灭火器、消防水带、火灾报警器、消防
应急灯、室内消火栓、疏散指示标志等消
防产品是否符合标准。在检查过程中，检
查人员针对消防产品是否符合市场准
入，消防产品的外观标识、结构部件、材
料、性能参数、生产厂名、厂址与产地等
是否符合相关规定。针对个别单位存在
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的行为，执法人员
依法下发了法律文书，并督促其整改。

(通讯员 王晓静)

滨城区消防进行
消防产品专项整治

针对近期涉氨企业发生的多起安全
生产事故，结合“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
总体要求，近日，经济开发区公安消防大
队对辖区内涉氨企业进行专项检查。

消防监督员主要对滨州绿园食品有
限公司和安德利果汁等单位进行消防安
全检查，重点检查液氨使用单位的现场
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等；液氨罐体、设
备、管道及安全附件的检测情况；消防消
防器材设施、电器设备运行、防爆措施落
实等情况。通过检查，检查组发现各单位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针对排查
中发现的问题，消防监督员要求各企业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对储存液氨罐体定
期检测保养，并彻底排查火灾隐患，切实
防止和减少液氨泄露爆炸安全事故，对
存在的问题能够立即改正的责令立即改
正；无法立即改正的，下发《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

(通讯员 王晓静)

经济开发区消防开展
涉氨企业安全检查

为做好辖区消防安全工作，坚决预
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进一
步维护本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近日，博兴县政府组织县安监局、县公安
局、县消防大队等部门深入社会单位进
行消防安全大检查。

检查中，检查组一行深入博兴县第
一小学、博兴县广播电影电视局等单位
进行消防安全大检查。检查组一行认真
听取了各社会单位消防工作开展落实及
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期间工作安排部
署情况的汇报，并对各单位的应急疏散
预案、各项消防安全保卫措施以及消防
设施设备的设置、疏散通道、应急照明、
用火用电等情况进行了仔细检查，实地
查看了各个值班记录、单位防火检查、巡
查的记录，并对消防控制室工作人员的
值班和对消防控制设备使用熟练程度等
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通讯员 王晓静)

博兴县集中开展
消防安全大检查

为贯彻落实惠民县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委员会下发的《惠民县开展涉氨制冷企
业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10
月16日，惠民县安监局召开了涉氨制冷企
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会议，35家涉氨制冷
企业负责人和各镇办安监站长参加了会
议，惠民县公安消防大队监督员以课件的
形式讲解了涉氨制冷企业消防安全方面
应注意的问题，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消防
安全培训。

会上，消防监督员从涉氨制冷企业在
消防安全方面应注意和防范的问题、涉氨
制冷企业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
的处理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向参
会的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日常消防安全常
识和灭火逃生自救知识。

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涉氨制冷企
业负责人的消防安全意识，增强了企业治
理整改消防安全隐患的工作积极性。

(通讯员 王晓静)

惠民对涉氨企业
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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