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棉社区上演狗猴之战
本报讯 !记者 安群英 见习记者 高凯 通讯

员 宋新辉" 昨日上午#在三棉社区中街篮球场北
侧的空地上#上演了一场狗和猴的$激战%#两名
$选手%均负重伤&

上午
!"

时#住在三棉社区的黄先生带着自己
的爱犬在社区溜达# 看到社区篮球场北侧的空地
上很多人围在一起#还听到有敲锣的声音#他便牵
着自己的爱犬跑了过去& 一看# 是有人在这里耍
猴#自己便站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他的爱
犬看见猴子后却异常凶猛#不断$汪汪%大叫#向猴
子挑衅&谁知猴子也不是省油的灯#拿起手中的木
棍就朝自己爱犬的头部敲打&双方斗红了眼#小狗
勇猛无比狠咬对手# 小猴以智斗勇拿木棍专门打
小狗的头部&闻讯赶来的巡防队员#用木棍将两名
$选手%分开#$激战%才算结束& 不过#两名$选手%

均受重伤&

巡防队员提醒广大市民# 如有动物相互斗咬#

千万不可前去凑热闹#以免被激怒的动物误伤自己&

女澡堂里闯进男服务员
两女孩索赔 #万元精神损失费

本报讯 !记者 刘招 李焱" 两个女
孩在澡堂洗澡时# 澡堂的男服务员突然
闯了进来# 两个女孩受到惊吓# 向澡堂
提出索要

#

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可是至
今未果&

昨日# 市民李小姐和石小姐给记者
打来电话# 称

$

日晚
!%

'

""

# 他们到
东明路与黄河路附近的某澡堂洗澡 #

&"

'

""

左右# 他们洗完澡出来 # 到更
衣室里准备穿衣服时# 突然发现女更衣
室里站着一个陌生男子 # $他年龄不
大# 由于穿的是澡堂的工作服# 所以我
们确定是澡堂的服务员& 我们才

&"

岁
啊# 哪见过这阵势# 当时真是吓得六神
无主&% 在女孩子的呵斥下# 男服务员

很快离开了& 随即# 两个女孩开始找澡
堂交涉# 提出索要精神损失费# 但澡堂
一直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当天晚上
&&

'

""

左右# 两个女孩向丰产路派出
所报了警&

昨日上午# 记者按照两个女孩提供
的情况# 找到了该澡堂& 但没见到当时
闯入女更衣室的男服务员# 据他的一位

同事介绍# 当时这个男服务员是为一名
女顾客送钥匙牌的& 对于两个女孩索要
#

万元精神损失费一事# 该澡堂一位姓
张的大堂经理说# $不管索要多少精神
损失费都是她们的权利# 但是现在她们
已经报案了# 我们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
进行调解# 如果调解不成# 还有其他相
关法律途径&%

残疾司机也飙车
本报讯 !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李红春 文 宋晔

图"一右腿残疾人#靠左脚踩刹车和油门#驾驶机动
车从南京开到北京#又从北京开到河南& 昨日上午#

在京港澳高速#高速交警对其实施检查时#他竟然以
!'"

公里的时速逃避检查&

驾驶员叫莫建荣# 系苏州某公司老板& 因莫某
无驾驶资格# 高速交警圃田大队将该车暂时扣留#

并责令其通知其他驾驶员来开走该车# 并以无证驾
驶给莫某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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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移动聘请监督员

服务好坏 请您监督
本报讯 在

(

(

!#

消费者权益日来临前夕
)

郑
州移动召开了

&""*

年服务质量社会监督员座谈
会# 相关负责人向来自不同行业的社会监督员颁
发了聘书# 并希望他们在今后能对移动公司的网
络) 服务及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督*

郑州移动通过构建内外结合+ 管控严格的服
务检查机制# 有力地促进了服务水平的稳步提
升, 自建立聘请社会监督员检查机制以来# 服务
质量不断改善# 客户满意度不断提高, 郑州移动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郑州移动加大了检查力
度) 扩大了监督范围# 在全区七个郊县均设立社
会监督机制, 定期召开社会监督员征询意见座谈
会# 不断听取客户的意见) 不断完善客户服务流
程# 以此来力争做到让社会监督员的反馈信息件
件有回复) 条条有价值, 李红霞

别让污水脏了绿城的脸
本报记者 安群英 刘玉娟 见习记者 高 凯 实习生 曾长江

污水变成!马路杀手"

市民王先生#去年冬天#因为街道一家洗
车店倾倒的污水在路边结了冰# 父亲被冰滑
倒摔伤#在医院接受治疗一周, 王先生希望#

街道两边的业主和居民别再往路边乱倒污水
了#莫让随手泼出去的污水变成$马路杀手%,

洗车店前路损严重

网友!马后炮"#在一些洗车行附近行走
你可得小心#因为那些地段路面很湿#且地
砖多已松动# 一不留神就会溅你一身的污
水#让人防不胜防- 有的洗车行没有正规手
续#接个水龙头#挂个牌子就能洗车#洗车后
带有泥沙)油污)清洗剂的污水直接排到附
近的下水管道里#对环境和地下管道造成威
胁#极易造成下水管道堵塞,

饭店排污管道不畅

市民常先生# 有些饭店常常将剩饭菜)

一次性筷子和餐巾纸)塑料袋等物一同倒入
门前的下水道内# 造成污水不能流入主管
道#导致堵塞#污水外溢, 比如在华山路上的
一家蜀香轩饭店#该饭店所排的部分污水直
接流到华山路人行道上# 不仅气味难闻#而
且加之这些污水中有油# 使得路面很滑#给
附近市民过往带来很多不便,

夜市摊随意丢杂物

瑞达路张大爷#这一带白天卫生状况还

好#可是一到晚上就脏得不得了, 夜市摊主
把垃圾往马路上倒#污水往路面上泼#十几
分钟前一位老大妈脚一滑跌倒# 差点摔坏
了,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对夜市摊点的管
理#做好卫生的长效保洁工作,

解内急随地!放水"

市民刘女士# 说到排污#我忍不住要先
说说有些行为粗劣的男士# 尤其是到晚上#

在中原路地下道等路段#包括一些路灯较暗
的背街小巷#时常看到有男士因一时内急就
在街边悄悄$放水%#有个别男士甚至拉开车
门随地就尿#这种恶劣的不雅举止不仅破坏
马路卫生#而且让女性躲避不及,

污水结冰很难清理

陇海路马路清洁工#污水被泼到马路上
后#天冷就会结冰#很难清除, 用热水浇虽然
可以暂时化冰# 但无疑是治标不治本的方
法#冰面反而会不断地扩大.用撒盐的方法
虽然效果比较好# 但买盐的成本又比较高.

拿工具敲冰是最 $土 %的办法 #容易破坏路
面#而且非常浪费人力, 除冰清路真是一件
费事费力的$大工程%,

维护市容请多走一步

明辉花园张先生#昨天早上#我在淮北
街看到# 从一家小饭店内走出的女店员#顺
手就将半塑料袋还没有喝完的豆浆扔向垃
圾桶#结果没有扔进去#很快豆浆就从塑料

袋里流出来#弄得周围的路面上满是白色液
体, 要是她多走一步#不就扔进桶里了吗#也
不会造成污染了,

安摄像头全方位监控

手机号为
!($++++!"*'

+

!($++++$%#'

等的多位市民发来短信说#应该在街上安装
摄像头#随时监控不文明行为#为处罚违规
者取证,

对随意排污严管重罚

网友!子岳云虎"#按照有关规定#马路

边发屋+ 餐馆等经营场所在没有污水排放设
施的条件下#工商部门就不应该给其发放营业
执照, 对于向马路排污的商铺#工商部门应该
在年审时给予处罚#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用法规严管马路排污

二七区行政执法局王崇安#前几天#二七
区百余名行政执法人员自购清洁剂# 给光彩
市场西出口进行洗脸,脸洗干净了#但保持工
作还要跟上, 二七区执法局会经常性地向商
户宣讲/郑州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0#通过坚
持不懈的努力#让辖区的马路更干净+美丽,

生活污水随意泼洒$ 马路成为排

污场% 昨日$近百位市民参与了&马路

上岂能随意排污' 市民公德大讨论活

动$市民用打电话(发短信和网上留言

的方式阐述了维护咱郑州 !全国卫生

城市"称号的看法和建议%

#$%&'( )*+,-

!昨天一上公交车"同车人的手机骚

扰就开始了" 先是一位大嗓门的先生布

置单位工作任务# 刚挂机"一车人又开始

听另一位女乘客痛说病史# 这边还没结

束" 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在电话里和男朋

友商量去哪里吃晚饭" 亲昵的话语让周

围的人听了不自在# $软件公司白领杨女

士说"公共场所的高声说话让人尴尬#

下期讨论话题%公共场所说话 请小

声一点"欢迎参与讨论#

参与方式 % 可以拨打本报热线

'*'#####)

或 登 录 中 原 新 闻 网
,,,-

./01,2-345

参与讨论
)

也可用信函方式

发表意见 # 来信请寄郑州日报热线室

收
)

信封上标明 !市民公德大家谈 $

字样
6

或者编发短信到郑州人民广播

电台的短信平台
7

移动和联通用户编辑

短信到
!%#%%'!!)

小灵通用户编发短信

到
!&''%("!!8

每条信息费
"-(

元
7

不含通

讯费
9

#

下期预告

信号塔顶男子轻生 消防官兵凌空救人

!"#$%&'()*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申建中

赶赴现场

!"

日下午
(

点
('

分# 新密市公安局岳
村派出所接到报警#在郑密公路芦沟路段南侧
的芦沟敬老院旁边的联通信号塔上有人欲跳
塔寻死, 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只见一个
中年汉子在距地面

&"

米高的信号塔的第一平
台处#边哭边饮酒#民警们站在地面向该男子
喊话相劝#该男子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将酒瓶
一抛#向距地面

:"

米的第二平台处爬去,

民警见状#立即向公安局汇报#并请求

消防大队增援,公安局副局长张增峰带领消
防大队两辆消防车

!"

余名消防战士赶往现
场,消防中队副中队长钱鹏迅速在车上布置
任务#并与

!&"

联系火速到场救人,

登塔救人

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终于在凹凸不平
的地面上铺起了救生气垫, 就在这时#塔顶
男子突然失控#情绪异常激动#在上面大喊
大叫#手舞足蹈#并向塔下的消防官兵投掷
酒瓶, 营救工作被迫中断,

为了防止轻生者突然跳下#消防官兵想
出了许多办法, 在塔的一面#由十多名战士
一起呐喊+招手#吸引该男子的注意力.在塔
的另一面#由中队领导组成救人小组#攀登
高塔实施营救#并随身携带了烟酒#以便和
轻生者沟通,

取得信任

就在消防官兵上到第一层塔顶时# 被
塔顶男子发现# 其情绪又激动了起来# 又
喊又叫, 为了稳住他的情绪# 两名消防官
兵假意与其喝酒# 耐心地开导他# 但并不
见效# 此男子又顺着塔身向塔顶爬去# 一
直爬到距地面

'"

米高的塔尖上, 见劝解无
效# 两官兵采取在下面商量好的办法# 都
说地面已为他准备好了饭菜#等吃好喝好再

上路, 这一招果然见效# 该男子当即表示
愿意下塔, 两名消防官兵为该男子系上安全
绳# 一上一下护卫着他慢慢地安全 $着陆%,

下午
'

点
:"

分# 消防官兵将此男子平
安救下,

此人是谁

中年男子安全到达地面后#民警将他带
到岳村派出所,

经询问#该男子叫邢军山#河南省沈丘
县人, 由于家庭贫寒#今年正月十八到新密
打工#因自己年龄偏大#且无一技之长#找工
作四处碰壁#身上带的钱又所剩无几#一时
想不开就爬上信号塔寻死,

昨日上午#岳村派出所已派专人护送邢
军山回家,

!"

日下午$新密市岳村镇上演惊险一幕$一中年男子爬至
'"

米高的联通信号塔顶

欲轻生$命悬一线$接警而至的郑州市消防支队新密大队合同制中队消防官兵上演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奋力营救$终将该男子安全解救了下来%

一点小事得罪他
天天短信骚扰你

此人被拘十天
本报讯!见习记者 高凯"家住管城区的李女

士#不知道得罪了何人#每天收到十几条由不同手
机号发来的带有侮辱性质的短信# 长达一个多月
之久#无奈之下只好向公安机关报案,犯罪嫌疑人
被抓后#李女士才知道#原来竟是因工作只见过一
面的在西区某医院工作的左某,

据受害人李女士讲#从
&""*

年
!

月初开始#她
接二连三收到三个陌生手机号发来的侮辱性短信#

对她和她的家人进行侮辱#内容极其淫秽, 李女士
用电话回拨这三个号码#三个手机号都在正常的接
听状态#但却没有人接听#里面传出的都是磨刀的声
音#吓得她再也不敢打了#只好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

日上午#二里岗派出所民警根据线索#将犯
罪嫌疑人左某抓获, $警察抓到后#我才知道是左
某#我和他根本就不熟#只是见过面, 我只不过是
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他就折磨了我一个多月, %

受害人李女士难过地对记者说,

在二里岗派出所#犯罪嫌疑人左某对其行为
供认不讳# 也很后悔,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条例0 第四十二条之规定# 左某将被行政
拘留

!"

天,

(月 !(日至 (月 !#日

过期药品可免费换新
本报讯 !记者 丁友明 "明日

起# 市民可拿着家中存放的所有
过期 +失效药品 #到市内

##

家指
定药店# 免费兑换新药或等价日
用品,

近日# 全国政协委员毛蕴诗
提案建议#将每年的

(

月
!(

日设
立为 $全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
日%#在这一天免费回收家庭过期
药品, 这一提案得到广州白云山

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的响应 ,

据悉#从去年开始#该公司已率先
尝试回收过期药品# 设立了

&!""

家回收药店, 从今年起#该公司还
将把每年的

(

月
!(

日作为$全国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日%,

(

月
!(

日到
(

月
!#

日#市民
可到市内的

##

家白云山和黄$永
不过期%药店进行更换, 更换方法
为' 白云山和黄中药产品可免费

等量以旧换新. 其他品牌同类产
品则可按比例更换为白云山和黄
同类产品. 其余药字号产品可按
比例折算为相应产品或日用品,

据省药监局有关人士介绍 #

药监部门将在这
##

家药店放置
药品回收柜# 专门保存回收的过
期药品#对回收药品进行监督, 等
回收的过期药品达到一定数量
时#药监部门将对其集中销毁,

会说话的红绿灯

昨日上岗
本报讯 !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孟繁勇"$红灯亮#

禁止通行, 郑州交警请您遵守交通法规# 做文明市
民-%昨日#在郑州市花园路与黄河路交叉口#具有语
音功能的红绿灯系统开始上岗,

据郑州市公安局交巡警一大队执勤民警说#这
些红绿灯语音系统是刚刚安装的#有了这个系统后#

市民不但可以通过红绿灯观察# 还可以按照语音提
示过马路#对于盲人和色盲来说#语音提示系统更是
必不可少,花园路改造工程结束之前#各个主要路口
都要安装这样的交通信号语音提示系统,

公交好车长
夜送火车票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姜君"儿子在外地
上大学#第二天就要返校#买好的火车票被吴女士丢
在了公交车上, 下班的公交车长晚

!"

点刚进家门#又
匆匆出门将火车票送到了心急如焚的吴女士手中,

昨天下午#吴女士去妹妹家拿火车票#随手将火
车票放进了病历袋里, 在政通路淮南街站#上了

&!&

路公交车#在终点站纺织大世界下车时#病历袋滑落
也没觉察,公交车长李小伍行车至终点站清理垃圾篓
时#发现病历袋#见里面有一张第二天郑州至成都的
火车卧铺票, 就把东西交给了调度,

晚
%

点多#病历袋仍然无人认领#调度又交给了
他,李小伍下班刚进家门#手机响了#一听#是失主打
来的, 李小伍从西岳砦家里骑自行车飞速赶到纺织
大世界

&!&

路车终点站#将拾到的物品送还失主,

./01

2345

昨日$ 记者在火车站广场看到$

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仍然很多% 火车

站广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这两天$ 虽然往北往西方向的

农民工客流与前几日相比有所减

少 $ 但客流仍然居高不下% 按照安

排$ 今日和明日的临客仍然开行$

!:

日之后是否还会延长$ 还要等铁道部

的通知%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