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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8月14日讯(记者
赵念东) 14日，一段上传于

快手称“菏泽市持刀杀人”、“菏
泽杀人了厉害”等，并辱骂民警
怂包的视频，在菏泽朋友圈传
播，引起广泛关注。齐鲁晚报记
者从牡丹警方获悉，实为一男
子因感情问题醉酒发泄，于14
日凌晨，持刀在街上寻衅滋事。
对此，警方将依法追究散布虚
假信息者的相关责任。

14日，一段“男子凌晨持刀
在街头，情绪激动，而民警在警
车内对男子进行劝告”的视频
被传到快手上，称“该男子抢
劫”、“菏泽市持刀杀人”、“菏泽
杀人了厉害”等，引起广泛关
注。

为此，齐鲁晚报记者从牡
丹警方了解到，14日凌晨4时
许，市中派出所接市局110指
令，有名20多岁男子拿着刀在
解放街和曹州路交叉路口乱
砍。市中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
赶到案发现场，看到一名醉酒

男子手持两把菜刀架在自己脖
子上，情绪激动，明显处于醉酒
状态，当时有十余名人员围观。

民警为避免伤及无辜人
员，先期通过警车喊话器让围
观人员离开，并用警车封堵路
口，不让车辆通行，以避免意外
发生。随后，民警在对持刀男子
进行劝解中获知，该男子是因
结婚问题压力大醉酒发泄。后
其女友和堂哥赶到现场劝解，
并和民警一起将其引导至茶叶
大市场一无人街巷，但多方劝
解仍未果。

从该男子言语中，民警分
析只有其父母能做通工作。当
时已凌晨4时40分许，其父亲电
话不通，于是处置民警又赶到
李村镇将其父亲接到现场。其
父亲到现场后与民警一起进行
劝解，历经两个多小时，该醉酒
男子最终放下菜刀，被带回派
出所，无人员受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牡丹警方对寻衅滋事的朱
某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
的处罚。

然而，在民警处理该事件
期间，几名围观女子断章取义
拍了视频上传到快手，造谣说

“该男子抢劫”、“菏泽市持刀杀
人”、“菏泽杀人了厉害”等，并
辱骂市中派出所民警是怂包。

在民警处理该事件期间，
几名围观女子断章取义拍了视
频上传到快手，造谣说“该男子
抢劫”、“菏泽市持刀杀人”、“菏
泽杀人了厉害”等，并辱骂市中
派出所民警是怂包。对此，牡丹
警方将对恶意制造谣言者依法
处理，绝不姑息。

菏菏泽泽发发生生持持刀刀杀杀人人事事件件？？假假的的
经警方证实，实为男子因感情问题醉酒发泄

为加强村镇建筑施工队伍的管理，提高质量与安全生产
水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巨野县住建局积极开展村镇建
筑施工队伍培训工作。

4月8日起，巨野县住建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在各镇区办
陆续召开了建筑工匠技能培训班，对村镇建筑施工队伍进行
职业技能、质量安全等方面的专题培训。目前，全县18个镇区
办的643个建筑施工队伍已全部培训完毕，培训工匠人数8914
人，发放培训教材2021册，发放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1664个。

本报记者 程建华 通讯员 刘慧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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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的情况很多人都有过，
只是轻重不同而已。长时间失
眠，不仅仅是精力差、迷糊、发展
下去，还会导致神经衰弱，甚至
抑郁症。科学家有一个统计，人
不睡觉只能活三天。睡不好，百
病找。

广西瑶族有一个偏方能很快
解决失眠痛苦，而且能一劳永逸
不再复发，取酸枣仁60克炒熟，天
麻500克，人参150克，菊花150克，丹
参150克，北合欢3克置蒸笼内蒸
透。集齐以上6味中药，一起暴晒30
天后，煎煮30分钟，过滤去渣收汤。
每日服用1-2次或睡前一小时喝
两勺，3-5天即可进入深度睡眠状
态，一个月左右进入自然状态后
即可停用，百年偏方，药食同源无
药物依籁孩子老人都能用，这个
治失眠小偏方改良后通过现代制
药技术超浓缩提取。国家优先给

予批号（国药准字B20020138）的药
品，并命名为“参枣健脑口服液”
进行大面积推广“参枣健脑”纯中
药成分，不但能在3天内调整深度
睡眠，按疗程服用，调整脏腑阴
阳，兼以柔肝、强心、舒肺、固肾、
制止心火过旺，以肾精养肝血，以
肝血滋补肾精、养心安神，从而根
本上解决失眠困扰。

参枣健脑口服液对入睡困难睡
眠不足/易醒/多梦/惊醒/早醒/不能
熟睡/睡醒后疲乏不解/神经衰弱/
心情烦躁/焦虑抑郁/失眠引的胃部
不适/更年期综合症等人群有非常
好的效果。

喝得好请你告诉一个人
喝得不好请你告诉一百人
买1疗程送2盒，买2疗程送5盒

订购热线：18853144182
省内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失眠小偏方本报菏泽8月14日讯(记者
李德领) 为减少性病艾滋

病在菏泽的传播与蔓延，不断
提高不同人群的性病艾滋病防
治知识知晓率，11日上午，菏泽
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第二届
会员代表大会暨性病艾滋病学
术交流会召开。经选举，菏泽市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沙元革、第
一届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霍怀
堂当选为菏泽市性病艾滋病防
治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名誉会
长，菏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杨传欣当选为菏泽市性病
艾滋病防治协会第二届理事会
会长。

菏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2006年成立，由热心于性病
艾滋病防治事业，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医药卫生、科研、教
学、企事业单位和有关社会团

体及个人自愿结成的具有地方
性、学术性、联合性、专业性的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宗旨是团
结、组织和动员广大卫生工作
者和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开展
全社会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工
作，大力宣传和普及性病艾滋
病防治知识，促进防治性病艾
滋病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
为保障菏泽人民身体健康和加
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服务。

菏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第一届副会长王建华介绍，
协会自成立以来，累计发放艾
滋病宣传折页93000余份，安全
套95000支，组织艾滋病防治专
家参与医学会诊和心理指导活
动260余次，组织辖区内感染者
小组、男男同性恋干预小组、失
足妇女干预小组和志愿者小组

活动累计120余次，参加菏泽市
科协、市妇联、市疾控中心宣传
活动30余次。同时，申请或协助
申请了全球基金项目、国家社
会动员项目、省艾防项目等多
个艾滋病防治项目。

作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
杨传欣表示，在今后五年，将认
真遵守章程，恪尽职守，全面履
行会长职责，与新一届理事会
全体同仁一道，团结全体成员，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和国
家、省协会的指导下，充分发挥
社会组织在性病艾滋病防治工
作的优势，动员更多爱心人士
和社会精英、防艾志愿者参与
进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
训、干预、学术交流等活动，加
强合作，积极申请项目，为菏泽
市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出
应有的努力。

菏泽市性艾防治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让让更更多多志志愿愿者者加加入入性性病病艾艾滋滋病病防防治治工工作作

“文明创城 爱心同行，希望用我们的一点点爱心为坚守
在创城一线的工作者带去一丝清凉。”近日,菏泽润泽置业有
限公司助力创建文明城市，现场向西城办事处龙厅社区捐赠2
万元创城爱心基金。

牡丹区城市开发办晁主任表示：“牡丹区作为菏泽创城的
排头兵,以‘开局即是决战,起步即是冲刺’的劲头投入到创城
工作中，众多干部群众始终奋战在创城第一线，披星戴月、不
畏酷暑，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和赞扬，今天的爱心企业助力创
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通讯员 李新超 摄影报道

文文文文明明明明创创创创城城城城 爱爱爱爱心心心心同同同同行行行行文明创城 爱心同行

本报菏泽8月14日讯(记者
陈晨) 14日，齐鲁晚报记者

从菏泽市公共自行车管理办公
室了解到，本月菏泽公共自行
车四期工程开始投建，将投建
50个站点，新增1000辆公共自
行车，预计10月底投建完毕，届
时菏泽公共自行车站点将达到
250个，公共自行车达到5000
辆。

据了解，菏泽市公共自行
车自2014年6月投入运行，目前
已投建200个站点，4000辆公共
自行车，办卡人数达到6万余

人，不仅大大缓解了城市交通
压力，促进了城市节能减排，更
加方便市民出行需要。此外，公
共自行车还开通了手机查询信
息等诸多功能，吸引各个年龄
段的市民参与其中。定陶区、郓
城县也陆续实施了该工程，全
市公共自行车工程已经惠及五
县区居民。

据介绍，站点设置将坚持
科学选址、合理布点原则，将服
务站点适当向外延伸，并结合
城镇化建设情况、现有站点实
际运行状况及市民建议，重点

向单位、学校、医院、商场、小区
等人流量集中的场所倾斜，对
一期、二期、三期部分站点补桩
扩容。届时，站点将进一步加
密，服务半径将更大，市民出行
用车将更加便捷。

“现在已经确定的站点有
维多利亚港湾、双井社区广场、
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大学嘉
园等。”工作人员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预选60个站点是为了防
止因网络、物业、电源等原因致
使无法设立站点，最终投建的
站点仍为50个。

菏菏泽泽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本本月月将将新新增增11000000辆辆车车
预计10月底全部投建完成

本报菏泽8月14日讯(记者
赵念东) 重庆一男子曾因盗

窃先后三次被判刑入狱，但刑
满释放后仍贼性不改，伺机作
案。后来，该男子流窜至菏泽，
在火车站广场的公交站台对一
旅客“出手”，偷取一手机。然
而，男子的行径却被一旁的便
衣民警看在眼中。目前，该男子
已被开发区警方抓获。民警提
醒，人员密集场所，市民应保持
警惕，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近期，针对公交站点扒窃
案件多发的情况，菏泽市公安
局开发区分局安排便衣民警

对辖区多个公交站点进行蹲
点守候和案件线索摸排。8月
10日早晨，两名便衣民警在菏
泽火车站广场的公交站台进
行蹲守时，发现了一名可疑男
子，遂对其活动进行监控。

6时左右，一辆公交车驶
来，很多下火车的旅客准备乘
坐公交车，该男子挤在乘客人
流中走向公交车前门。便衣民
警跟随其后，密切关注其行为，
发现其在车门口的人群中挤来
挤去，一会转身挤出人群，将一
部手机装进衣兜内。便衣民警
迅速上前将男子苏某控制，苏

某同时交代了伙同另一男子扒
窃的犯罪事实。民警在现场搜
寻另一男子，其已逃离现场。

经查，犯罪嫌疑人苏某在
2001年6月因盗窃罪被合川区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个月，2012
年因盗窃罪被合川区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5个月，2013年因贩卖
毒品被合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8个月，2016年因盗窃罪
被菏泽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6个月。

目前，苏某因涉嫌扒窃犯
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另一犯罪
嫌疑人林某正在追捕中。

公公交交车车站站扒扒窃窃，，男男子子被被抓抓现现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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