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身边 2015年11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任志方 美编：石岩 组版：庆芳>>>>

善善行行义义举举四四德德榜榜泰泰山山立立榜榜
首次为44名上榜人物撰写了楹联、小传，先模事迹将滚动展示

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记者
薛瑞 杨思华） 25日上午9

时，2015年山东省善行义举四德
榜“榜上有名”发榜仪式在泰安
举行，44块载有44位“凡人”善行
义举先进事迹及其小传的善行
义举四德榜，在泰山脚下的天地
广场正式立榜，上榜先模事迹还
将在泰山中天门、南天门电子屏
幕滚动展示。

44位上榜先模人物之中，有
带着瘫痪前夫改嫁的孝德模范
李延云，有具有“最美城管大叔”
之称的诚德模范商孝江，有帮助
八个贵州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
爱德模范隋刚，还有“中国紧凑
型杂交玉米之父”、仁德模范李
登海……整个名单涵盖“孝德、
诚德、爱德、仁德”四个方面的道

德模范。
2015年山东省善行义举四

德榜在天地广场立榜，是继去年
凡人善举首次“登上”泰山后，我
省第二次在泰山上发布“榜上有
名”先模人物。他们的事迹展板，
将在泰山脚下持续展出一年。同
时泰山中天门、南天门大屏上，
将高密度滚动播放“榜上有名”
先模人物事迹短片。

此次发布“榜上有名”先
模人物，还首次为44名模范撰
写了楹联、小传，介绍弘扬他
们的事迹，让善行义举上榜，
为凡人善举立传。“回到社区，
我也要这么办，给社区今年评
选出来的 3 0个公益之星做展
板、立小传，通过社区报、黑板
报宣传出去，让身边人影响身

边人。”诚德模范、济南市槐荫
区中大槐树街道办裕园社区
居委会主任刘云香说。

近年来，山东倡导村居、企
业、机关和学校树善行义举四德
榜，把各家各户善行义举的情况
公示出来。截至目前，全省共建
立更新善行义举四德榜9万多
个，其中村居榜7 . 2万个、学校榜
8500多个、企业榜3400多个、机
关榜 6 2 0 0 多个。全省各市在
市、县、乡、村四级善行义举四
德榜“榜上有名”先模人物评
选活动基础上，推选出 3 4 2名
省级“榜上有名”候选人物，经
过 网 络 投 票 和 各 市 推 荐 ，最
终，4 4名先模人物脱颖而出，
四德榜由此从村街巷陌立于泰
山脚下的天地广场。

孝德
（8名）
高丕英
孟凡爱
郭晓秋
张志娟
李延云
袁玉荣
许 慧
刘乃现

诚德
（13名）
陈新宁

王 进
刘云香
曹文萍
邵明侠
张洪江
李红新
滕桂兰
信义兄弟

（王长义
王长信）
隋玉涛
赵同花
商孝江
董乃军

爱德
（9名）
隋 刚
高伯良
鉴兆飞
张广安
王 辉
轩云湘
沙元国
张 建
王明殿

仁德
（14名）

李登海
赵振东
赵志全
房玉栋
李桂美
夏玉波
李振华
沈开未
刘盛兰
魏养富
徐西国
邵本道
辛兴芬
于凤霞

“榜上有名”先模人物名单（44名）

些许口角争执，竟然演变成一死两伤的血案，涉事人员最大的
才20岁。24日上午10时许，因朋友与王某某发生争执，嫌犯李某来到
济南海蔚广场王某某的住处后双方发生争执。李某用随身携带的刀
具将房间内的赵某某、王某某和孙某捅伤，后赵某某经抢救无效死
亡。案发之后，历城警方立即展开工作，雪夜缉凶，于25日凌晨3时许
将嫌疑人李某抓获。

凶案缘起于一场口角

案发前24日凌晨，李某的朋友
刘某在与女朋友发生口角的时候，
王某某帮刘某的女朋友说了几句
话，结果引发了刘某与王某某之间
的矛盾。

后来，刘某就把此事告诉了同
在一家KTV上班的李某，李某就想
着帮刘某找王某某聊聊这个事。与
此同时，刘某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就
找 另 外 一 名 和 王 某 某在同一家
KTV上班的朋友从中间说和一下。

恰巧，李某和王某某同住在海
蔚广场。24日早上，李某给刘某打了
一个电话说自己先找王某某去说说
事情，于是，李某就找到了王某某所

住的房间。此时，王某某房间里面还
住着几个同事。

由于话不投机，李某就与王某
某发生争执，并且事态迅速升级为
争斗。其间，李某拿出了一把随身携
带的刀具，朝着王某某等人刺去，结
果造成现场的王某某、赵某某和孙
某不同程度受伤。更为严重的是，赵
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眼看着事情闹大了，行凶者李
某迅速逃离现场。接到报警后，洪
家楼派出所值班的副所长曹峰超
立 即 带 领 民 警 赶 赴现场进行勘
查，在帮着救助伤者的同时展开
调查工作。

案发后不到一天嫌犯落网

24日下午，雪越下越大，寒风刺
骨。晚上6时许，专案组通过多种侦
查手段，研判出嫌犯李某应该躲藏
在天桥区黄岗附近。25日凌晨，更多
的民警被派往黄岗附近进行大规模
搜查。25日凌晨3时许，一路民警在
一家小旅馆将嫌疑人李某和其朋友
刘某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称，因
其朋友与受害人发生纠纷，遂于案
发当日携带刀具到受害人住处实施
犯罪行为，随后逃逸。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25日上午，记者来到事发的海

蔚广场小区，位于3号楼1单元的案
发地房间紧锁着门，敲门后屋内无
人应答。记者试图找附近房间的住
户了解情况，据附近店主李梅（化
名）称，案发房间的这几名男青年在
她之前就已住在这里，由于平时接
触很少，互相不了解。

25日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山
大二院，找到了伤者王某某所在的
病房。王某某躺在病床上，精神状态
还算可以，正在接受警方的询问。王
某某的家属情绪比较激动，不愿意
接受记者的采访，王某某的同事对
此事也不愿意多说。

本报记者 刘德峰

济南城市道路限行措施本月出台

黄黄标标车车淘淘汰汰慢慢将将被被约约谈谈

要限号得有

更好的响应机制
“此次发布的通告，进一步强化了大货车、

渣土车、农用车和摩托车等车辆的限行管理。”
济南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段富勇说，这将起到
削减交通总量、控制排气污染、净化交通环境
的作用。

在今年的黄标车淘汰进度方面，长清区最
慢，仅完成全年任务的58 . 11%。“章丘市下半
年淘汰任务基数最大，有4000多辆。”济南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副所长于奕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政府的相关约谈机制
要求，对黄标车淘汰进度较慢的县（市）区，近
期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将分别约谈主要
负责人。这也就意味着，在这方面进度最慢的
长清区主要负责人，近期将被济南市政府领导
约谈。

针对应对重污染天气、降低机动车限号行
驶门槛的问题，济南市交警支队表示，将根据
济南市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变化，做出
相应的调整。

不过段富勇也对记者指出，即使做出调
整，济南也有可能出现“应急响应发布之时，被
限号的车辆已经跑在路上”的现象。“这就需要
有对重污染天气及时、准确的预见性，也得有
更好的响应机制。”他说。

相比于用限号来减轻机动车污染，济南市
交警部门更倾向于他们正在做的路权分配改
革工作。段富勇说，他们正在研究路权分配的
方式，希望按照人的通行和承载量来分配路
权，并制定相关的规范和标准。

处理后的隧道尾气

比外界空气还干净
此外，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济南市政

府目前正在考虑地下交通路段的机动车尾气
处理问题。“像隧道这样的地下交通路段，其扩
散条件很差，机动车尾气容易在内部累积。”段
富勇说，“现在很多隧道安装了排风机，这样就
把其中的尾气直接排放到了空气中。”如果把
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处理再排放，就给整体的
空气质量减轻了负担。

据了解，除在建的石坊峪和老虎洞两个隧
道工程之外，济南目前共有九条隧道，其中包
括六条高速公路隧道和三条市政隧道。

11月24日，济南市城市道路地下空间综合规
划与统筹利用论坛在舜耕山庄举行。会议期间，
有学者也谈及日本在地下道路空间安装尾气收
集、处理装置的试验，“经过两次处理后的尾气，
比外界正常空气还要干净。”一位与会者说。

据悉，上海和日本的试验，已经受到济南
市政府相关部门的注意。类似的机动车尾气收
集处理设备，或许也会出现在济南。

民警在一旅馆内将嫌犯李某抓获。前左二为李某。 警方供图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戚云雷

11月25日，记者从济南市交警支队获悉，济南市公安局代市政府拟
定的《关于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将于本月出台，拟于明年1月
1日起实施。通告将通过强化大货车、渣土车、农用车和摩托车等车辆的
限行管理，以期达到消减交通总量、控制排气污染的效果。

话话不不投投机机
亮亮刀刀捅捅三三人人
口角争执成血案，致一死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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