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强化居民的高血压防治意识和增强
健康观念，7月16日上午，聊城大学化学化工
学院伴梦同行志愿服务队走进了武楼花园小
区，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并讲解高血压预防
相关知识。通过此次活动，提高了人们的警
惕，增强了人们的高血压防治意识。服务队队
员们还将长期开展免费为社区居民量血压的
便民服务，将健康服务带进社区，为他们送去
身体的提醒，同时可以掌握自己身体健康程
度，让社区居民都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受到
了社区居民的热烈欢迎。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凯 李菲菲

暖暖情情进进社社区区
7月13日，聊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志愿者前往聊城市气象局和奥森社区进行了
“美丽中国”社会实践活动。在聊城市气象局
了解到了气候变化的原因，学习气象方面的
知识。志愿者们参观了气象观测场以及信息
预警平台，在工作人员的解说下，志愿者们对
近三年来聊城市的气候变化进行了了解。为
了深入了解关于天气预报、预警等方面的知
识，志愿者们还观看了有关气象知识的幻灯片，
受益匪浅。在奥森社区向市民宣传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并讲解相关知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熙月 蔡敏月

深深入入学学习习
书法是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为传承并

弘扬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让孩子们养
成良好的书写习惯。近日，聊城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党员先锋服务队在济南市章丘区
少年宫举办“自信展风采 书写绘青春”活动。
实践队员们手把手教孩子们如何正确使用毛笔，
每个孩子亲自手握毛笔在纸上工整的写下自己
的名字。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青少
年的课余时间，而且陶冶了他们的情操，更加激
励了他们书写毛笔字的兴趣和热情，对继承和弘
扬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柳启瑶

书书写写美美好好人人生生
近日，衡水一家知识产权服务公司举行

了知识产权专题宣讲活动。在此次宣讲中，公
司员工通过引用大量生活中的真实案例告诉
市民由于缺乏关于知识产权的知识而引发的事
故。通过宣讲，向大家讲解该如何保护知识产权
防范侵权，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产权课。在此
次活动期间，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
志愿者们为宣讲进行了志愿服务，并采访了相
关人员，通过此次活动，志愿者深刻的了解到广
泛宣传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掌握知识产权防范
于未然，提升产权意识的重要性。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晓婧

知知识识产产权权宣宣传传

拖拖欠欠近近88万万赔赔偿偿款款七七年年多多玩玩““失失踪踪””
高唐法警奔赴三千多里执结，被执行人全款履行完毕

躲藏七年拒执
20 1 2年，韩某在一起

交通事故中因伤致残，后
诉至法院。判决生效后，被
告 杨 某 拖 欠 原 告 韩 某
7 8 3 0 9元一直未还。2 0 1 4
年，韩某申请立案执行，因
被执行人杨某长期藏匿外
地，家中无财产可供执行，
致使该案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

2019年4月1日，该院
受理了申请人韩某的恢复
执行申请，执行法官唐同
彬对这起涉民生案件高度
重视，通过网络查控系统
掌握了被执行人杨某近期
使用的手机号码，经与被
执行人联系，从中了解到
被执行人杨某的详细藏匿
地点在贵州省从江县，并
向其送达了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

多次做工作后，被执
行人杨某电话中承诺偿还
部分案款，并同意与申请
人达成和解，但后来被执
行人杨某不接电话或直接
关机。由于被执行人杨某
远在千里之外的贵州，给

执行工作增加了难度。眼
看 着 申 请 人 韩 某 心 急 如
焚，因为七年前的交通事
故伤痕犹在，可远在贵州
从江的被执行人杨某又不
配合，光凭几个电话就能
执行到位的可能性几乎为
零，于是执行法官决定亲
自到贵州实施异地拘留。

千里之外抓捕

单程一千七百多公里。
唐同彬法官带队一行三人
从8月14日早上四点出发，
到达贵州省从江县已是晚
上七点半。“兵贵神速”，唐
法官立即带领一名法警锁
定并核实被执行人杨某的
具体住址，发现202省道东
50米处居然是一处门面房
销售农用运输车，门前广场
上停了4辆崭新的运输车，
墙上打印着被执行人杨某
的手机号码，地点确定无
疑。

15日一大早，唐法官一
行到达从江县人民法院，请
求执行局的同志协助异地
执行拘留，当地法院遂安排
3名法警配合这次行动。时
间紧迫，唐法官在路上安排

好抓捕方案，到达被执行人
杨某住处后发现被执行人
家中房门紧锁，还是昨天侦
查时的样子，似乎昨晚没有
人回来。用当地手机号码拨
打被执行人杨某的电话显
示已关机，在当地法警同志
口中得知，有可能被执行人
杨某去参加侗族的“吃新
节”，按照侗族习俗，要三天
才能结束，使抓捕行动陷入
僵局。

于是，唐法官决定实施
另一方案，并准备下午异地
扣押被执行人杨某的车辆。
中午，事态发生转机，被执
行人杨某开机后回了电话，
当地法警按照唐法官安排，
用地方话称购买车辆，让被
执行人杨某从侗族山寨回
到门头。经设伏、蹲点，终于
在一个多小时后，执行人员
控制住被执行人杨某。唐法
官向其出示工作证件后，宣
读了拘留决定书，并安排法
警对被执行人杨某实施看
管，将其带回从江法院。这
时，被执行人杨某很沮丧，
也很震惊地说：“没想到这
么远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
了，你们还是找到了我。”

全部案款执结

唐法官与被执行人杨
某交流后，杨某充分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称会全部履行
赔偿义务，但短时间内凑不
齐，次日下午五点前一定将
全部案款打入法院账户，并
提供在从江县公安局工作
的一名正式干警作为执行
担保人。

考虑到被执行人认错
态度较好，且有执行担保，
唐法官向领导汇报后暂缓
对被执行人杨某执行拘留
措施。第二天上午，被执行
人杨某将全部案款及案件
执行费打入高唐法院执行
账户，并感谢唐法官给他
时间让其筹款，这些年一
直担心法院找他，履行义
务后心里踏实了很多。至
此，这起长达七年，涉案标
的额八万余元的涉民生案
件全部执行完毕，取得了
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

奔赴三千多里，该院执
行干警以雷霆之势果断出
击、力克困难，辛勤的付出
最终换来案件的圆满执结。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希玉 相超

奔赴三千多里不畏难，两地法院携手化难案。近日，高唐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远赴贵州省从江县
执行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在从江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鼎力协助下，顺利对玩失踪七年的
被执行人杨某采取司法拘留，迫使被执行人全款履行完毕，全力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为提高学生们的棋艺知识水
平，加强他们的自身修养，7月22日，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正青
春梦之队在山东省滨州市小营龙禧
花苑开展了以“清凉弈夏，以棋会
友”为主题的棋艺知识传授活动。志
愿者们向小学生们讲解了国际象棋
的来源及国际象棋的文化，教他们
认识国际象棋的棋子以及走法，了
解国际象棋的基本规则，并鼓励学
生主动寻找对手进行练习。活动的
开展培养了学生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与合情推理能力，增强了学生们与
人交流的自信。(侯娉婷 张文竹)

传传授授棋棋艺艺知知识识

为能更好地掌握操作知识，学
习专业技能，7月13日，聊城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千里行”志愿服
务队赴聊城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进
行岗位践行实践活动。工作人员详
细介绍了公司的运营情况和主打产
品，团队成员们认真听讲并作详细
的记录。同学们在专业人士的帮助
下，还亲身体验了生产作业，真正做
到了把书本上的内容在实践中加以
证实，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很
大的提高，得到了不小的锻炼。还了
解到了公司的招聘政策和大学生实
习就业等问题，得到了不小的锻炼，
增强了专业信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刘霄飞 徐志浩

学学习习专专业业技技能能

声 明
山东诺德装备有限公司员工丰明锐

(身份证号：3725261982******16)，因2019 . 6月

长时间旷工，根据《山东诺德装备有限公司

管理制度2018版》已严重违反公司考勤管理

制度，已多次通知办理交接手续至今未办

理，现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声明。

山东诺德装备有限公司

声明
杜文龙，将原有红星美凯龙定金单据

丢失，收据编号为：SK18040600611143，金额

人民币(大写)：贰万圆整，收据日期：2018年

4月6日。

在此声明此收据作废，由此产生的任

何责任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聊城分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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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辆辆半半挂挂车车凌凌晨晨追追尾尾致致司司机机被被困困
聊城消防紧急破拆车门救出被困司机

本报聊城8月20日讯(记
者 郭庆文 通讯员 何
荣超 宋建洲) 8月20日凌
晨零时14分左右，在聊城市
茌平区茌平西高速口附近，
两辆半挂车发生追尾事故，
后车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
无法活动。接到报警后，茌
平消防大队信发中队立即
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事故车辆停在距离路
口不远的道路中间。因为受
到猛烈撞击，后车驾驶室向
内凹陷严重变形，挡风玻璃
碎落一地，驾驶员小腿被变
形的车体牢牢卡住动弹不
得。了解情况后，消防人员
迅速展开营救。一名消防员
钻入车体内部对被困司机

情绪进行安抚，同时与其余
两名消防员一起清理被困
司机身体周围破碎的零件。
随后，消防人员使用消防车
牵引装置，将钢丝绳一头拴
在驾驶室A柱位置，对变形
的车体进行牵引扩张。

将车体向外扩张一定
距离后，消防人员继续使用
液压剪扩器对驾驶员一侧
变形的车门进行扩张破拆，
增大救援空间。由于受撞击
导致车门变形严重，为救援
增添了难度，消防人员只得
一点一点地对车门进行破
拆。经过近5分钟左右的紧
张救援，车门被成功打开。
随后，消防人员合力将被困
司机安全救出，并送往医院
接受治疗。

据了解，被困司机并无
生命危险。事故原因也在进
一步调查之中。凌晨是车祸
事故的高发期，消防部门在
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驾驶
车辆时，一定要遵守交通法

规，驶经弯道、路口、桥梁、
窄路和视线不良、交通流量
大的路段时，应降低车速；
同时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保
持充沛的精力，才能保证行
车安全。

消防人员现场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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