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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青青年年手手提提砍砍刀刀当当街街打打群群架架
恰好被现场记者录下第一手证据

平原＞＞

在线监督企业排污

乐陵＞＞

监测价格一日一报

县域快讯

禹城＞＞

获一圈一带资金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房德进) 去年以来，平原
县环保局以海河迎查为契机，强化
环境执法，“人机结合”加密监管，对
全县12家废水排放企业和6家废气
排放企业实施了在线监督监测，对
全县重点排污企业和2个重点河流
断面进行了人工监测，重点企业和
河流断面做到了每两天一测。

平原县环保局继续坚持包企
业、驻厂、夜查、巡查、执法联动、预
警等监管制度，加大对重金属、危
废、放射源的监管力度。

同时加强了12369举报投诉电
话值班服务，高度重视12345市民热
线，执法、监测与信访部门联合督
办，查处违法违规企业，对典型案件
全程跟踪报道，加大执法透明力度。
2013年，共处理各级信访案件269

件，各级新闻媒体15件，维护了人民
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孙景雷) 针对春节前

部分商品价格波动异常的状况，1

月6日起，乐陵市启动应急价格监
测机制，每日监测报告30种生活必
需品价格变动情况。

乐陵市物价部门指定专人重
点监测粮油、肉禽蛋菜等市场价格
情况，所有监测内容上报频率调整
为一天一报。加强主要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及超市蔬菜价格巡查，及
时了解市场价格变化及原因、供求
状况。一旦发现价格异常波动情
况，及时进行跟踪监测。对可能引
起市场价格异动的倾向性、苗头性
问题，要及时进行预警预报。

此外，节日期间乐陵市物价部
门还将严肃查处经营者不执行明
码标价、价格欺诈、价格串通、哄抬
价格等违法行为，坚决打击囤积商
品、合谋涨价、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等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行为。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陈兰兰
通讯员 安杨) 近日，记者从禹

城市发改局获悉，该市申报的大豆
蛋白废纤维及污泥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顺利获得山东省发改委批复，
获得省“一圈一带”建设专项资金
贷款贴息1000万元。

自山东省启动实施“一圈一
带”规划，设立专项资金以来，禹城
市积极对接，超前谋划已成功争取
高新区污水管网及河道治理工程、
技工学校食品生物及物流实训基
地、城乡及旅游发展规划等5个项
目获批资金1800万元，获批项目个
数、资金总量居全省前列。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贺
莹莹 ) 8日，记者了解到，最
近在不少校园周边，一种叫做

“诅咒卡”的卡片卖得很火爆，
在卡片上可以写下被诅咒人
的名字和诅咒的内容，这让很
多家长表示担忧。

8日中午放学时间，城区
一所小学周边的文具店挤满
了刚刚放学的小学生，买诅咒
卡的小学生也不在少数，“班
里好多同学都买这个了，讨厌
谁就把诅咒卡名字写上谁。”
四年级的小周告诉记者。

据学生介绍，这种诅咒卡

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商店里
均有出售，价格为一块钱一
盒。不少家长对此类消极玩具
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这无疑
会给许多纯真无知的孩子们
造成不好的影响，

“孩子在成长的时候接
触的负面内容比较多，应该
往阳光健康的方面引导。”安
然居的高女士说，上面的内
容已经给孩子一个不良的心
理暗示，在写名字的时候内
心的那种嫉妒、仇恨、情绪都
会在诅咒卡的文字的激发下
更加强烈。

诅咒卡校园周边热销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杜长青) 1月
7日上午，德州市临邑县公安
消防大队接到群众举报，在临
邑县德平镇的能源加油站有
火灾隐患。临邑消防监督检查
人员立即赶往加油站进行检
查。

检查人员来到加油站，发
现该加油站是一路边两层门
面房，门口有两个加油机，连
接加油机的油管从地下直通
门面房的后院。一个标注着

“柴油”的大油罐赫然卧在后
院内，院内和一层门面房还存

放着大量液化气罐、柴油桶、
机油等易燃品，房内电线、电
闸直接裸露在墙外，火灾隐患
非常严重，如果发生意外，后
果不堪设想。依据《消防法》第
五十四条规定，消防监督检查
人员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批评教育了加油站负责人王
女士，要求停业限期整改，整
改不合格不允许营业。

该加油站负责人王女士表
示，将立即按照要求整改，配齐
配全消防器材，对员工进行集
中培训，加强消防知识的学习，
待复查合格再营业。

加油站存放大量液化气罐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张翠翠) 1月6日上午11点
多，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小申便民市场
东头，三名青年当街砍打另外三名青
年，导致两人受伤，随后打人者逃离
现场。目前警方已锁定了3名打人的
嫌疑人，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多少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了。”1月8日晚上，在小申便民市场，
记者和附近群众谈起1月6日发生的
群体斗殴事件，不少人仍然心有余

悸。一位目击者描述，打架的位置就
在市场的大招牌附近，当时还以为
几个年轻人闹着玩，没想到真拿刀
砍起来了。当场就有两个人被砍倒
在地，其中一位伤得挺重，躺在地上
疼得打滚。

“挨打的有仨人，跑了一个，两
人被砍。”另一位目击者告诉记者，
当时他离现场不远，打人的那一伙
有三四个人，手里有拿刀也有拿棍
的。打人砍人大约有五分钟，之后几

个人就坐车逃走了。他们看起来岁
数不大，20多岁的样子。

有目击者描述，后来好像有一
位记者和交警来到现场，帮忙追捕
肇事者。几经周转，记者联系到当日
出现在现场的直属一大队交警张成
成。张成成介绍，当时她和辅警刘
阳、电视台记者一行三人正采集影
像资料，当驾车沿晶华大道由北向
南行驶至小申便民市场时，发现市
场门口有人打架。发现这一情况后，

她立即让电视台记者对整个斗殴过
程进行摄录。当时考虑到自己没有
驾驶警车，贸然下车处理此事恐怕
打草惊蛇，于是在第一时间拨打了
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

三名嫌疑人逃走后，张成成立
即驾驶车辆紧跟嫌疑车辆，并先后
三次拨打110报警电话，随时向110
民警提供嫌疑车辆的动态及车辆线
索。当跟随打人者乘坐的出租车至
陵县界时，前方歹徒发现有一辆车

在跟踪，于是想法设法甩掉了她。
1月6日下午，张成成、刘阳将上

午发生的情况向办案民警做了详细
介绍，并将采集的影像资料提供给
了办案民警。

经济技术开发区刑警大队工作
人员介绍，现场挨打的是三个人，打
人的也是三个人，警方已锁定了3名
打人的嫌疑人，相关手续正在办理
中，双方打架的原因是男女朋友的
感情问题，更多细节正在调查中。

美术统考前探访高中画室———

画画作作摞摞起起来来近近一一米米高高

8日，德州市第二中学
高三25班的美术生如往常一
样埋头画画，临近美术统
考，他们都在抓紧最后的时
间练习，“每天画十几个小
时，作品摞起来将近一米
高。”

走进高三25班的画室，
满眼都是画架和作品，地上
堆满了画具。高周悦正在认
真地画着静物，手上被画笔
染成一块块的黑色，有些地
方还结着茧子。为了考个好
大学，高周悦选择了美术这
条路，现在他越学越有兴
趣，他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当
个建筑设计师。

美术老师盛丽娜宣布
课间休息，一位女生捂着脸
缓解眼睛疲劳，前排的同学

提醒她不要把颜料抹在脸
上，而她的同桌已然趴在胳
膊上睡着了。在休息时间
里，大多数美术生围在盛丽
娜身边，让她品评作品，提
出修改意见。还有的学生没
离座位，继续完成作品，“脖
子僵了，不敢抬头，还是继
续画吧。”

“作品摞起来有半人
高，将近一米。”美术生高志
慧说，高三学期的暑假她选
择学习美术，集中学习也就
半年的时间。在家里，她保
留着每一张作品，已经摞到
半人高了，用完的颜料盒有
一百多个，堆了满满一箱。

盛丽娜说，美术统考
的临近让学生们练习画画
时间更加紧张。从早晨7点

至晚上10点，除去吃饭和课
间，他们一直待在画室里。
按照3个小时的考试要求，
他们在上午、下午和晚上
分别画一张不同静物的自
创画品，剩余时间用来临
摹。尽管学习强度增加，她
也强调注意休息，有些学
生回家后还会自主加班。
高志慧说，她早晨5点半起
床，晚上很少在12点之前睡
觉，中午休息半小时补充
体力。

“60天以后，是哭闹还是
傻笑。”画室后黑板上写着
激励话语。高周悦说，每当
累的时候，想想大学，想想
未来，就又拿起画笔。对于
他们，画笔承载的是梦想。

本报记者 王明婧

记 者 在 教 育 部 门 获
悉 ，今 年 德 州 市 高 考 美 术
类统考将于本月12日进行，
德州市将有 2 7 1 4名考生参
加 本 次 考 试 ，全 市 共 设 德
州 一 中 、德 州 二 中 和 实 验
中学 3个考点，共设 9 1个考
场。

据 悉 ，美 术 统 考 考 试
科 目 为 造 型 基 础 、色 彩 基
础，每科考试时间均为 3个
小时，每科满分均为150分。
1月 1 2日上午 8时 3 0分至 1 1

时30分为造型基础考试，下
午 2时至 5时为色彩基础考
试。 本报记者 王明婧

相关链接

课间休息时间，高周悦仍在认真作画。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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