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心市民悄悄为民警结餐费视频刷爆网络

“想对民警说句谢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千清

“当面说谢谢感觉不好意思，
想通过这种方式向辛苦的民警表
示感谢。”在菏泽市开发区佃户屯
沙沃小学校门口，三年级班主任
刘玲说出自己温暖举动的初衷。
10日19时50分许，她悄悄为同餐馆
就餐的民警支付餐费的视频刷爆
网络，11日，她成为全城寻找的好
心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随
菏泽市牡丹区交警大队民警找到
这位好心的老师。

好心的市民

全城在找你

1月10日，是首个“中国人民
警察节”，菏泽开展多种活动为
人民警察队伍庆祝节日。19时50
分许，在一个小餐馆发生的一件
小事，让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更显温度。

这件小事是11日传播于网
络的一个视频被人发现。视频来
源于一个面馆里的监控，是面馆

里食客就餐的画面，监控时间为
10日19时50分许。

视频中可见三桌食客，分别
是一位穿着特警制服的民警，两
位身穿交警制服的民警，还有一
对母女。视频中，母女一桌的食
客最先吃完，一位身穿黑色羽绒
服的女士去前台结账，结账时她
看了看左右两侧正在吃饭的民
警，结完账就悄悄离开了。

这位女士离开后，面馆老板
告诉正在吃饭的民警，好心的女
士已经帮他们结过账，听到这
话，三位民警感动不已。

在面馆就餐的交警是菏泽

市交警支队牡丹区大队中华西
路中队民警何淑建和刘博。原
来，当日他们已经在路面执勤了9
个小时，在执勤的间隙，他们换
班轮流吃饭。“我们去的比较晚，
当时已经快晚上八点了，当时为
了节省时间，我和刘博点了两碗
拉面，我们也没在意周围环境，
面上来后就赶紧吃，想着赶紧吃
完替换其他执勤的同事。”何淑
建笑着说。

从面馆老板口中得知爱心
市民帮自己付了钱，何淑建和刘
博先是一怔，紧接着问老板是谁
付的款。知道是邻桌的女士付了

款，只是没有付款的热心市民任
何线索，何淑建和刘博还有工作
任务，吃完饭后，他们只能继续
返回到路面执勤。“心里特别暖，
感动，这是我们警察的第一个节
日，也是我们收到最温暖的礼
物，我们想找到这位热心市民，
当面谢谢她。”何淑建说。

好心的市民

只想对民警表达谢意

11日，这位热心的市民很快
被找到，是开发区佃户屯办事处
沙沃小学三年级班主任。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随菏泽市牡丹
区交警大队一同来到热心市民
工作的地点--开发区佃户屯办
事处沙沃小学。“买了一束花，想
对这位好心人表示感谢。”菏泽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牡丹区交警
大队宣传科科长庞承佩说。

“一件小事而已，又辛苦你
们跑这一趟。”看到捧着鲜花过
来的何淑建和刘博，被找到的好
心市民刘玲感动又激动。

刘玲说，10日晚上，她和女
儿到楼下吃饭，吃到一半，看到
何淑建他们穿着制服进来就餐。

“看到民警这么晚才吃饭，女儿
心疼地说民警好辛苦。”刘玲说，
女儿问她，她们是不是应该表示

一下敬意。当面说谢谢？两个人
都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就想为民
警付下饭钱，表达自己的敬意。
当天晚上，他们每人只吃了一碗
拉面，一碗拉面的价格是9元，一
共45元。付完款，刘玲悄悄地和女
儿比了一个赞的手势，母女二人
会心一笑，悄悄地离开了。“钱不
多，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
意。”

刘玲说这份心意，她和女儿
很早就想表达，但是一直也没说
出口。“女儿今年13岁，是牡丹区
二十二中的一名学生。她对民警
充满敬意，告诉我说自己每天放
学时，交警都在校门口辛苦地执
勤。”刘玲说，女儿还告诉她，自
己的自行车还是民警帮她从水
沟里推出来的，她一直心怀这份
感恩。

刘玲自己的心中敬意，十年
前就种下了。“10年前我家的汽
车被偷，就是咱们民警给找回来
的。汽车被偷后我报了警，交警
在路面执勤时发现汽车车牌是
假的，将车辆扣下发现这辆车是
盗抢车辆。最后通过车辆信息，
对比网上发布的丢失信息找到
了我。”刘玲说，自己做的是并不
值一提，真正辛苦的是民警们，
她只是想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敬
意和感谢。

“用英雄事迹教育、激励自己”
牡丹区东城中心校举行孟凡真同志事迹报告会

本报菏泽1月11日讯(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李坤 许迎
春) 1月8日，孟凡真同志事迹报
告会在牡丹区第八小学举行，牡
丹区东城中心校各学校党支部
书记、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青年教师聚集一堂向勇救落水
儿童的教师孟凡真学习。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面对
国旗我庄严宣誓：忠诚党的教
育事业，履行教师神圣职责，贯
彻国家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报告会以孟凡真
带领参会人员庄严宣誓开启。

会议现场，孟凡真讲述了自
己的救人经历，参会人员认真聆
听，将热烈的掌声送给孟凡真。
东城中心学校发出向孟凡真同
志学习的倡议书，中心校校长刘
冬玲要求各学校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勉励广大教师用英雄事
迹、英雄精神教育、激励自己，在
教师队伍中传递正能量，塑造人
民教师良好的社会形象。

东关小学教师潘顺说：“我
要向孟老师学习，加强职业道

德修养，加强党性淬炼，争做新
时代四有好教师和优秀党员。”

据悉，孟凡真老师两个月
前因交通意外发生车祸，导致
锁骨骨折、肋骨断裂，伤口还未
完全愈合。2020年12月26日，去
菏泽市中医院拿复查报告，路
过天香公园时，听到扑通一声，
一个小孩落入水中，孟凡真来
不及考虑，带着没有愈合的伤
口纵身跳入河中，左手抱着小
孩，右手拔水，在天香公园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将小孩救上岸。
本来已恢复很好的伤口，因为
这次跳河救人，伤口再次裂开，
又要继续恢复。之后，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联合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授予孟凡真天天正能量
特别奖，为他颁发10000元正能
量奖金。2021年1月5日，牡丹区
总工会和牡丹区教体局负责人
来到牡丹区第八小学，向该校
教师孟凡真颁发“五一劳动奖
章”和“师德楷模”证书并分别
给予2000元慰问金，表彰他英
勇救人的壮举。

推动菏泽发展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团市委举办“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

本报菏泽1月11日讯(记者
李德领) 为进一步拓展代表委
员履职建言途径，促进作用发挥，
1月7日，团市委、市人大常委会人
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协委员活动
工作室共同举办了“共青团与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室副主任魏宏
伟，市政协委员活动工作室副主
任刘朝霞，团市委副书记崔彬出
席活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青年社会组织优秀代表共计16人
参与活动。

市政协委员、菏泽花城社工
负责人王亚慧同志首先带领全体
人员参观了双井社区青少年事务
社工服务站，服务站的成立成为
了青少年与社区的“连心锁”，打
通了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最
后一公里”，也是共青团菏泽市委
下一步推动建立“青春社区”菏泽
模式的有益探索。

会前，团市委围绕“拓宽青年
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有效载体”
这一主题，开展了工作调研，形成

了调研报告。座谈会上，大家围绕
活动主题进行了面对面交流探
讨，分享了自身参与城乡社区治
理的经验、存在的困难，并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会上，青年社会组织优秀代
表纷纷发言，对关于“青年参与社
区治理”提出意见建议。如提出通
过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促进社工
队伍发展壮大，构建“党建引领、
社工主导、青年参与”的社区治理
模式等。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听取
发言后，就青年代表提出的问题
给予回应和补充，与会人员一致
认为，广大青年和青年社会组织
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大有可为，将
认真梳理青年代表的意见建议，
在2021年市“两会”上发出更广泛
的呼吁，努力营造促进青年社会
组织参会城乡社区治理的良好社
会氛围。

座谈会后，团市委副书记崔
彬对活动进行总结发言。开展面
对面活动是畅通青年诉求表达渠

道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共青团联
系服务青年、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的有效方式。团市委已经连续11
年开展这项活动，形成调研报告
30篇，征求代表、委员提案议案
170份。针对青年参与社区治理这
一问题，我们应该建立青年社区
参与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机
制；营造参与氛围，树立青年参与
社区治理理念；加大资源投入，更
新青年社区参与平台；引导多元
参与，拓宽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
途径和内容；充分发挥已有的青
年载体。

全市各级团组织将探索进一
步加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
系，切实履行好联系服务青年的
职能作用，为服务青年需求、凝聚
青年力量作出更大贡献。通过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建议、提案和
大会发言等形式在即将召开的市

“两会”上发出集中呼吁，为菏泽
广大青年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
帮助和更为宽广的舞台，为推动
菏泽发展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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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万雁飞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编号：201737011688）
丢失，声明作废。

★巨野天马运输有限公司鲁R4T32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1214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天马运输有限公司鲁R762F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1003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享车无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编号为
3717400062841的财务专用章、编号为3717400062842的
合同专用章、编号为3717400062843的发票专用章、编号
为3717400062844的法人章(林森)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晁玉河，梁春晏购买阅城国际名城二期2-1008号储
藏室，合同编号：Hz2018010906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盛源危险化学品运输有限公司，车辆鲁
R8X46挂营运证(证号:371701702184)不慎丢失，声明作
废。

★菏泽卓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印章(社会信用
统一代码：9 1 3 7 1 7 0 2MA3F 1 4 P 0 1Q印章编号为：
3 7 1 7 0 2 0 0 4 1 2 7 8 )，于2 0 2 1年1月4日丢失，特此声
明。

★马海光在菏泽中科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的新世纪
国际商贸中心C区G8-01-01012的购房合同丢失，合同编
号：20140404063，声明作废。

★郓城县祥源液化气有限公司变更法人，原法人章
(李庆菊)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艺腾酒类包装有限公司法人变更，于2021
年1月7日之前刻制的编号为371725200009422的行政公
章、编号为371725200009422的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全部
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唯信食品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7日之前刻制
的 编 号 为 2 7 2 9 0 0 0 1 1 9 7 9 的 行 政 公 章 、编 号 为
272900011979的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全部丢失，声明作
废。

★郓城县方圆汽车陪练服务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7
日之前刻制的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志远纺织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7日之前刻
制的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润欣商贸有限公司编号为3717250069265的
行政公章、编号为3717250069266的财务专用章、编号为
3717250069268的法人章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苏磊商贸有限公司编号为3717250070820
的行政公章、编号为3717250070821的财务专用章、编号
为3717250070822的法人章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声 明
茂业百货四楼蓝海世纪专柜已在2021年1月5日撤

柜，凡持有本专柜会员卡的顾客务必在2021年2月28日之
前办理销卡事宜，过期视为自动放弃。感谢广大会员的长
久以来的支持！销卡电话:15098356758，赵女士。

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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