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鄄鄄城城两两失失联联女女孩孩已已找找到到
原来是相约找同学去玩

本报鄄城 1 0月 9日讯
(记者 赵念东 ) 7日，鄄
城 两 女 孩 称 相 约 外 出 打
工，随身携带了65元便离开
家门，失去联系。其家长遂
报警。9日，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从鄄城县公安局
获悉，两名失联女孩已找
到，她们两人只是相约一
起找同学去玩，因怕家长
管教故意没告诉家长而引
起误解。

10月7日15时许，鄄城县
彭楼镇14岁女孩李某从家中
外出，说要去同学家拿书，就
没有再回家。据其同学反映，
之前李某与11岁女孩程某相
约外出打工，当天下午，她俩

还曾委托一位女同学送她
们，从家里离开时，两位女孩
总共只带了65元钱。事后，两
名女孩家人在当地派出所报
警。

10月9日，记者从鄄城县
公安局获悉，10月7日16时，
鄄城县彭楼镇两村民到彭楼
派出所报警，其孩子李某和
程某一起丢失。派出所接警
后立即组织民警和群众进行
走访查找。经工作，于10月8
日下午17时在彭楼镇某村其
同学查某家找到。

经了解，李某、程某二人
相约一起找同学查某去玩，
因怕家长管教故意没告诉家
长而引起误解。

本报菏泽10月9日讯(记者
周千清)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从菏泽城际公交公司了
解到，因人民路和广州路经常
出现拥堵现象，影响城际公交
车正常运行，自2018年10月8日
起 ，菏 泽 汽 车 西 站 — 曹 县
(931)、菏泽汽车西站—单县
( 9 7 1 )、菏泽火车站—单县
(972)、菏泽汽车总站—定陶
(991)等线路绕行人民南路、五
岔路口、广州路。

据悉，绕行后，菏泽汽车西
站—曹县(931)途经站点暂改
为：长江路成阳路口、长江路牡
丹路口、长江路人民路南口、恒
盛大市场东门、五岔路口、南外

环(车管所)、广州路朱集、广州
路张庄寨、广州路张坑、定陶老
汽车站，到达定陶老汽车站后
将按正常线路行驶。

菏 泽 汽 车 西 站 — 单 县
(971)途经站点暂改为：长江路
成阳路口、长江路牡丹路口、长
江路人民路南口、恒盛大市场
东门、五岔路口、南外环(车管
所)、广州路朱集、广州路张庄
寨、广州路张坑、定陶区人民政
府，到达定陶区人民政府站点
后将按正常线路行驶。

菏泽火车站—单县(972)
途经站点暂改为：长江路人民
路南口、恒盛大市场东门、五岔
路口、南外环(车管所)、广州路

朱集、广州路张庄寨、广州路张
坑、定陶区人民政府，到达定陶
区人民政府站点后将按正常线
路行驶。

菏泽汽车总站—定陶(991)
途经站点暂改为：中北新都心、
牡丹路中华路北口、天香公园、
市政府、新苏天美、和平路口、长
江路人民路南口、恒盛大市场东
门、五岔路口、南外环(车管所)、
广州路朱集、广州路张庄寨、广
州路张坑、定陶汽车站。

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提前做
好出行准备，在指定站点候车，
如有不便，敬请谅解。如您有任
何疑问可拨打菏泽城际公交服
务热线：0530——— 5858369。

提提醒醒！！菏菏泽泽部部分分城城际际公公交交临临时时绕绕行行
市民有疑问，可拨打热线0530---5858369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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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巨野10月9日讯(通
讯员 刘红红) 针对当前
安全生产工作特点和所面临
的形势，巨野县迅速行动，采
取实用、管用的措施，层层落
实工作责任和各项防范措
施，加强安全风险管控，防范
安全事故发生。

一是落实好一个责任。
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各镇
区办各部门召开会议对当前
安全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再落实，把责任层层压
紧、压实。结合行业领域特点
开展明查暗访，强化安全责
任的措施落实。

二是开展一次安全大检
查。对疏于管理、人员不到
位、责任不落实而造成事故
的，严肃追究责任。

三是狠抓一个防范。
有 效 防 范 各 类 事 故 的 发
生，细化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责任保险、重点行业领
域整治攻坚等措施，督促
各镇区办、相关单位抓紧
落实、推进。

四是做好一项应急准
备。要求各镇区办、各有关部
门加强应急值守，严格执行
领导带班查岗和24小时值班
制度，保证通信畅通。要求各
企业密切关注安全预警信
息，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
演练，熟练掌握应急处置基
本要领和现场救援基本技
能，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发现
重大险情及时采取停产撤
人、转移疏散、避险逃生等防
范措施。

巨巨野野县县四四举举措措
强强化化当当前前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工工作作

本报郓城10月9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车先申)
国庆节期间，一段拖拉机翻

车掉入沟中、热心人出手相救
的视频和照片在郓城人的微信
群和朋友圈热传，人们纷纷为
救人者的义举点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看到热传的照片和视频后，立
即通过群里的朋友，联系到了
施救的热心人——— 一对父子和
他们的一个亲戚。

救人的父亲叫王庆记，郓
城县郭屯镇郭庄村人，50多岁。
其中一个是王庆记的儿子王景
耀，27岁，是从部队回家探亲的
一位军人。另外一个是王庆记
的外甥叫唐庆剑，是山西一大
学的大二学生。

原来，10月3日11时许，这
爷仨驾驶三轮车到随官屯镇汉
石桥村参加亲戚的婚礼。当他
们由西向东走到尹庄村东时，
忽然看到前面路上有一群人往
沟里指指点点，仔细看去，沟里
有一辆翻了拉着平板的拖拉
机，拖拉机头压着一个人。

情况危急，救人要紧。王庆
记还没有停稳三轮车，王景耀、
唐庆剑就跳下三轮车，向沟里
的翻车跑去。只见翻了的拖拉
机方向盘紧紧地顶在一40多岁
男子的胸上，压得该男子面目
乌黑，双眼发直，嘴里含血。

在部队学过战场急救的王
景耀，伸手摸了摸被压男子的
胸，已没有了心跳。他赶紧拨打
120，并让父亲、表弟招呼路上
观看的人，先卸掉了直板车，人
们一起用力掀起了拖拉机头。
王景耀趁机将被压人男子的身
体缓缓地拽托出来，他马上跪

在草地上为伤者实施心肺复
苏，通过5分钟的施救，那人才
有了轻微的呼吸。

不久，120急救车也赶来
了……

当日13时，亲戚家的婚宴
还没有结束，这爷仨就离开了。
他们始终担心被压男子的安
危，便到医院去看望。听说救星
来了，被压男子的父亲两眼含
泪地说:“要不是您们好心人，
俺儿就不在了……”

记者了解到，翻车的叫佀
同岭，因为秋收秋种，自家的
机动三轮车坏了，他把三轮车
放到直板车上用拖拉机载着
去汉石桥村修理，因路况不
好，驾驶疏忽，一下栽倒沟里
翻了车。

得知在监护室抢救的佀同
岭家境困难，王景耀还当场掏
出身上仅有的1000元，塞到了
佀同岭父亲手中……

为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落实情况，强化军事训练操场与战场对接的要求，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
“能打仗、打胜仗”的训练热情，提高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近日，武警菏泽支队从实战出发举
办2018年度应急班比武竞赛，来自基层一线的四十余名应急班队员在比武场上进行了激烈角逐。

本报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王禹 摄影报道

巅巅峰峰对对决决

本报鄄城10月9日讯(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冯
全标) 为提高驾校工作人
员、教练员及其学员们的交
通安全意识、文明出行意
识，国庆节期间，菏泽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鄄城大队开
展了文明交通进驾校“五个
一”活动。

活动中，宣传科民警为
驾校教练及学员们播放了交
通安全警示教育宣传片，并

详细讲解了安全出行常识以
及不系安全带、酒后驾驶、超
速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的危害性，还与学员们一起
讨论道路交通事故的成因
等。

通过活动的开展，有效
提高了驾校教练及学员们的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意识。他
们纷纷表示，以后一定要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自觉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鄄鄄城城交交警警积积极极开开展展
文文明明交交通通进进驾驾校校活活动动

拖拖拉拉机机翻翻沟沟里里，，男男子子被被压压车车下下昏昏迷迷
郓城回家探亲的军人王景耀“人工呼吸”救人

本报菏泽10月9日讯(记
者 赵念东) 5日上午，菏
泽定陶区博文欧洲城建筑工
地发生了一起安全事故，导
致人员伤亡。6日上午，定陶
区委、区政府召开全区安全
生产工作紧急会议，通报了
山东桦盛起重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在城区一建筑工地安装
塔吊过程中，发生倒塌造成3
人死亡的事故情况。

6日上午，区委、区政府
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紧急
会议。深入分析了定陶区当
前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对
这一事件及下一步安全生产
工作做了详细安排部署。会
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
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痛
定思痛，全面深入排查治理
安全生产隐患，堵塞安全监
管漏洞。

定定陶陶一一工工地地事事故故致致33人人死死亡亡
定陶紧急召开会议，深入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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