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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职业中专“高铁姑娘”
亮相全国性足球赛事

10月27日，2017年中国中学生足
球锦标赛在滨州开赛。来自全国各地
的32支校园足球强队汇聚滨州，点燃
绿茵场。在这激情时刻，有一群滨州女
学生惊艳了整个赛场！

她们就是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职业中专高铁乘务专业的姑娘们！
本次大赛的开幕式礼仪、引导工作由
她们承担。她们形象好、气质佳，成
为赛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殷吉亮 摄影）

10 月 27 日，沾化区社区医生上
门为“双百”夫妻张之前、王花美老人
检查身体。今年103岁的张之前、102
岁的王花美两位老人，是滨州市惟一

的一对百岁夫妻。
如今两位老人身体健康，张之前老

人能读书看报，王花美老人更是耳不
聋眼不花。老两口相濡以沫80载，日

前迎来了钻石婚纪念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康 通

讯员 贾海宁 王建彬 王春燕 摄影）

滨州惟一滨州惟一““双百双百””夫妻迎来钻石婚夫妻迎来钻石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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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选手省级工程造价
行业技能竞赛获佳绩

滨州市标准定额站

近日，山东省工程造价行业土
建工程、安装工程造价职业技能竞
赛在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隆重
举行，全省17个地市共计315人参
加。我市有 20 名选手参加比赛，
其中土建专业选手 10 人，安装专
业选手10人。

最终，我市选手荣获土建专业
团体三等奖和安装专业团体三等
奖。其中，土建专业杨长山、张长
平分获省级排名第 2、3 名，获得

“山东省工程造价行业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土建专业张晓燕省级排

名第19名，获得“山东省工程造价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优秀选手”荣
誉称号；安装专业郑彬彬省级排
名第 11 名，获得“山东省工程造
价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优秀选手”
荣誉称号；安装专业王凤泉、张
东海省级排名第 39、47 名，获得

“山东省工程造价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优秀选手”荣誉称号。此
外，山东宏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和滨州鑫诚工程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均获得“优秀参与单
位”荣誉称号。

“方晓东这次受伤，导致 5 根肋
骨骨折，左眼眶下壁、内侧壁骨折，
双侧鼻骨骨折，上颌骨额突骨折。
其中 5 根肋骨的伤情需要进一步观
察，以防对心肺造成伤害；左眼眶下
壁需要在一周后转眼科进行手术。”
市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路培
法说。

方晓东是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滨
城区大队特勤中队中队长。10月24
日傍晚，方晓东带队在渤海五路与
220 国道路口查处酒驾时，面对嫌疑
人的逆向行驶，他果断将自己驾驶的
车辆堵在嫌疑人驾驶的汽车对面。
疯狂的嫌疑人不顾一切想逃离现场，
迎面撞上了方晓东驾驶的车辆，造成
方晓东多处受伤。

事情发生后，副省长、省公安厅
厅长孙立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光峰，市委副书记、市长崔
洪刚等领导第一时间以不同方式对
方晓东同志表示慰问。10月25日，市
委副书记张凯，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赵永生，省公安厅交管局党委副书
记、高速总队总队长田玉国，市公安
局党委副书记、政委樊守林等领导先
后到医院亲切看望慰问方晓东，转达
各级组织的关怀，并送上个人二等功
荣誉证书和慰问金。

查酒驾遭遇嫌疑人疯
狂逆行逃跑，方晓东迅速驾
车拦截，被嫌疑人高速正面
相撞，造成重伤

深秋的傍晚，渤海五路与 220 国
道路口，这个大家习惯于称为东方红
路口的地方，南来北往的车辆开始多
了起来。

“这个路口由于处于枢纽位置，
小轿车多，来往于东营方向的货车尤
其是危化品车辆多，来往于沾化、阳
信、无棣的公交车也多。”滨城区交警
大队副大队长王滨说，因此该路口是
交警部门重点管控的重要路口。

10月24日下午，方晓东带队在该
路口对酒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查处。为了更有效地查处酒驾，防
止造成交通拥堵。方晓东一队选择
了路口西侧由西转向南的匝道，对过
往车辆进行检查。

17 时左右，一名男子驾驶一辆
黑 色 比 亚 迪 小 轿 车 进 入 了 匝 道 。
当看到前方有交警查车，他迅速停
车，并在单车道的匝道上调头。交
警 判 断 ，车 辆 驾 驶 员 极 有 可 能 酒
驾。

前方交警见状，一边向前进行盘
问，一边通过对讲机请求支援。离匝
道口最近的队员王海聪骑摩托车快
速赶到，并示意其靠边停车。但车辆
驾驶员非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由东
向西逆行逃离，并险些将警用摩托车
碰倒。

王海聪随即呼叫在渤海九路与
220 国道执勤的方晓东，告知其有一
辆黑色轿车逆行逃窜。接到报告后，
方晓东驾驶执勤车辆自西向东迎着
黑色轿车驶去。

车辆马达声轰鸣，带起阵阵尘
土。

方晓东一眼就看到了对方。驾
驶人存在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逆行，
而且极有可能酒驾、醉驾，甚至可能
是毒驾。自西向东的车辆和非机动
在逐渐增多，如果驾驶人丧失基本理
智，任由其逃窜，后果不堪设想。

方晓东在距离车辆一定距离时
放慢了车速，准备实施拦截。可对方
并没有减速，反而朝着方晓东驾驶的
车辆迎面撞了上去。

在所有交通事故中，正面碰撞可
以说是损失最严重的一种碰撞形
式。这一次撞击，造成方晓东受伤严
重，嘴里、鼻子和左眼睛都在流血。
对方撞到路边石，车辆爆胎后才停了
下来。经抽血检测，驾驶人酒精含量
103mg/100ml，属醉酒驾驶，目前已被
刑事拘留。

在不同岗位都尽职尽
责，曾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找
到肇事逃逸者，借着车灯在
深夜徒步追踪线索数公里

方晓东1990年12月参军，2006年
9月由部队转至公安机关工作。参加
公安工作以来，方晓东先后在滨城分
局刑警大队、交警支队滨城区大队事
故处理科、特勤中队工作。无论在哪
个岗位上，方晓东都发扬军人的优良
作风，服从组织安排，扎扎实实工作。

去年6月，一些被称为“鬼火”的
摩托车经常在城区主干道狂奔。由
于摘掉消声器，驾驶者经常在深夜上
街追逐飙车，不但产生噪音扰民，还
造成了极大安全隐患，市民对此颇有
怨言。

为此，滨城区交警大队展开专项
整治行动。行动期间，方晓东发挥特
勤中队执勤灵活的特点，根据这些

“飙车党”的活动规律，带领队员采取
分时段、分路段查处。在2个月的集
中整治期内，中队查获100余辆摩托
车，有力地打击了违法分子的嚣张气
焰。

在特勤中队岗位上尽职尽责，在
事故科的岗位上也是如此。2013 年
10月一天晚上10时左右，滨北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事故造成一
辆摩托车当场起火，摩托车驾驶员当
场死亡。

接警后，方晓东立即赶往现场。
由于事故现场起火，肇事车辆逃逸，
有价值的线索少之又少，仅有星星点
点的柴油油点。方晓东判断，肇事车
辆很有可能油箱受损。

当时已接近11点，但方晓东和队
员们分析如果不及早侦查，柴油有可
能挥发殆尽，或者被过往车辆带起的
尘土掩埋，那样仅有的线索也就断
了。

于是，方晓东和同事顺着时断时
续的油点一路追了上去。

深夜里，惟一可以借助的就是车
灯。顺着车灯，方晓东低着头一点点
找肇事车逃逸的方向。终于，在经过
3个多小时步行数公里的寻找后，在
一处村庄找到了嫌疑车辆，并通过车
辆顺利找到了逃逸的嫌疑人。

将年轻的特警中队带
成整个大队的榜样，多次出
色完成交通违法行为集中
整治行动

特勤中队是滨城交警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的尖刀队伍。“组建特勤中
队时，选择方晓东同志来做队长，就
是看中了他军人的作风、扎实的工作
能力。”王滨说。

特勤中队现有队员29人，平均年
龄25岁左右。为带好这支年轻队伍，
方晓东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每天
列队开会，统一用餐；下班前要先训
练、学习，后休息；业务为先，定期组
织学习法律法规……短短几年，中队
在纪律作风、工作成绩等多个方面成
了整个大队的榜样。

2016 年底，全市开展大型超载、
超限货车和渣土车违法行为整治行
动期间，方晓东带领特勤中队摸清这
些车辆的行动规律，在深夜展开突击
检查，经常彻夜整治查处。为减少对
货运车的影响，方晓东主动加大工作
力度，做到被查车辆当天处理、当天
放行。3个月的整治期，特勤中队查
处的违法数量占整个大队的三分之
一。

今年8月份以来，方晓东根据辖
区交通流量变化，细化工作预案，严
格管控措施，带队抓重点，治难点，防
堵点，严查客车超员、酒后驾驶、疲劳
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对过往7
座以上客运车辆逐车进行检查登记，
最大限度地确保了道路安全畅通有
序。期间，他与同事们共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 7940 起，其中查处酒驾
102起、醉驾16起。

查酒驾遇逆行逃跑车辆 他驾车迎头阻拦
滨城区交警大队特勤中队中队长方晓东不顾个人安危将违法车辆截停，光荣负伤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罗军 通讯员 锦程 长征 林建

进校园

足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仪
报道）日前，铜声少年宫“为爱而行
动”公益活动中募捐的所有过冬物
资，均统一送往各地市。

10月15日至28日，铜声少年宫

集结了铜言口才班一群可爱又善良
的爱心小天使，将课堂知识学以致
用，在万达广场募集到一份份爱心，
共同完成了一项温暖又充满意义的
公益活动。

铜声少年宫举办
“为爱而行动”公益活动

河流镇学区“四到位”
强化消防教育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
员 报道）为配合清洁能源进社区、进
农户要求，强化消防安全教育，提高
师生抵御火灾和自防自救能力，阳
信县河流镇学区精心安排，协调联
动，确保中小学消防安全教育取得
实效。

活动组织到位。在全镇中小
学广泛开展“七个一”主题活动，
即举办一次消防安全讲座、播放一
场防火灾事故专题片、开展一次消
防安全知识竞赛、举行一次消防安
全征文活动、发放一份致家长的
一封信、开展一次防火应急逃生演
练、悬挂一幅消防安全温馨横幅，
有效提升了广大
师生的消防安全
意识。

实战演练到
位。围绕提高师
生火灾自防自救
能力，组织中小
学开展消防应急
疏散演练。通过
实战演练，增强

了广大师生的防火逃生和应急处置
能力。

隐患排查到位。根据秋冬季节
气候干燥、火灾多发的特点，组织力
量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活动，建立健全校园消防安全
工作长效机制。

氛围营造到位。积极争取消防
部门支持，充分利用宣传栏、黑板
报、广播站、校园网、QQ群、微信等
阵地，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大力
宣传消防法律知识，普及消防安全
常识，在校园内营造了浓厚的宣传
教育氛围。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张国敏 许聪 报道）为改善辖区
空气质量，从源头上消除燃放烟花
爆竹形成的安全隐患，9 月份以来，
滨城区彭李城管中队针对辖区各
餐饮场所门前、各居民小区内燃放
烟花爆竹普遍的情况，开展了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

期间，印发了《关于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的通告》3500份，各分队将宣
传通告挨家挨户发放至辖区门店，
并借助门店LED显示屏加大宣传力

度；在辖区的重点路段、沿街门店、
企事业单位、居民楼院和物业小区
门口、学校周边等地方，悬挂宣传烟
花爆竹禁放工作的横幅、张贴大字
宣传通告；出动宣传车辆两辆，每日
早 8:30 至中午 11:30、下午 2:30 至 6
点在辖区路段不间断宣传，提高辖
区各经营门店及群众禁燃烟花爆竹
的知晓率。同时，加大日常巡逻力
度，对结婚放置拱门的及时入户宣
传禁放规定，为辖区居民创造了良
好居住环境。

彭李城管开展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专项整治

山东省高校第六届
机器人大赛举办

滨州学院学生
收获2项一等奖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通讯员 周新颜 报道）近日，滨州
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学生在山东省高
校第六届机器人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2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2项。

其中，彭步迅的“滨院避障一
队”、范自顺的“滨院竞步六队”分获
一等奖；张鲁的“滨院避障二队”、张
岩的“滨院避障三队”、王朝玉的“滨
院竞步一队”、邱圆齐的“滨院竞步七
队”、周昊天的“滨院竞步八队”、段晨
杰的“远航队”分获二等奖；尹逊龙的

“滨院竞步五队”、刘梦瑶的“舞之星”
分获三等奖。

据悉，山东省高校第六届机器人
大赛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山
东省委高校工委、共青团山东省委、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
设有双足竞步机器人比赛、同步机器
人竞赛比赛、NAO机器人高尔夫球
赛、灭火机器人比赛等 12 个项目。
共有来自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
学、山东大学（威海）、青岛大学、山东
科技大学等省内38所高校的642支
队伍，共2000余名师生参加。

禁燃烟花爆竹禁燃烟花爆竹 你我共同参与你我共同参与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杨耀楠 报道）近年来，我市
注重培养自己的足球精英队伍，选拔
足球精英到省队、国家队踢球。目
前，除了正在上海绿地申花俱乐部效

力的李建滨外，还有不少滨州小球员
即将迈上职业足球之路。

据介绍，目前全市28所高中都建
立了足球特色班，58个国家级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允许跨学区招生。尤其
重要的是，我市完善了优秀足球苗
子的培养渠道，已实施学生足球运
动员注册制度。此举不仅畅通了教
育、体育和社会相互衔接的人才输
送渠道，更拓宽了校园足球运动员
进入足球后备人才梯队、职业俱乐
部或选派到国外著名足球职业俱乐
部的通道。

目前，足坛名宿殷铁生已受聘为
滨州足协顾问，定期来滨巡视指导。
中国女足队长吴海燕、滨州籍中超球
员李建滨，则受聘为滨州足球形象大
使。此外，我市还定期邀请国家体育
总局运动医学专家周敬滨博士来滨
讲授青少年足球运动损伤、康复治疗

等课程，助力校园足球教练员综合业
务水平全面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滨州东辰足球俱
乐部聘请了前国脚宋黎辉作为主教
练组建球队，全力冲刺中国足球丙级
联赛。同时，我市还依托滨州学院建
立起滨州市校园足球运动研究基地
和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目前滨州学
院足球学院和滨州市国际足球运动
小镇也正在建设中。近两年，我市已
向广州恒大、鲁能足校、天津泰达等
俱乐部和各级足球学校输送队员 10
余名。

2016 年、2017 年，滨城区清怡小
学连续两年参加“恒大杯”全国青少
年足球邀请赛，并向恒大皇马足校输
送了 5 名学生。该校 2009 级学生刘
秉鑫在2012 年就正式与鲁能签订了
培养合同，目前已跟队5年，现在是鲁
能U14梯队主力右后卫，曾随队在巴

西训练，在当地了集训48天，参加了
10余场高质量比赛。

今年7月底，滨州市成人足球俱
乐部结对帮扶校园足球推进会举行，
67支成人足球队与全市87所学校签
订了协议，将开展结对帮扶。同时，
市足协与开发区一中、邹平金鹰足球
俱乐部签署三方协议，成立了金鹰足
球学校并联合组建了青少年足球梯
队。

此外，根据今年初市足协、山东
金鹰科技公司联合组建青少年足球
队及足球学校新闻发布会透露，滨州
首家专业足球学校将于2017年12月
在邹平县建成，首批招生规模约 500
人。今年3月，已组建了U15年龄段
青少年足球队伍，招生范围以滨州为
基础，覆盖全国。学校将聘请韩国、
日本教练担任主教练，其中包括B级
证教练2名，C级证教练5—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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