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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推出“离婚冷静期”制度

离婚前，先花三个月冷静冷静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李冬华 郑莹

近日，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推出“离婚冷静期”制度，要求在三
个月冷静期限内，夫妻双方原则上
不能向对方提出离婚，在此期间如
果双方和好了，可以签署协议书或
者撤回起诉。目前已经发出了3份

“冷静通知书”。
“有相当一部分离婚案件是

可以挽救的。”济南市市中区人

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李
江说，据统计，可挽救的婚姻比
例高达80%左右，只有10%为死亡
婚姻，比如有严重家暴等。李江
介绍，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发现，
有些离婚案件中的夫妻双方感
情并未真正破裂，起诉离婚只是
源于冲动、赌气或者双方父母的
过多干预，这时，如果按照正常
的离婚案件直接进入程序，往往
会“生米做成熟饭”，将危机婚姻
拉上了离婚的“快车道”。

截至目前，市中区人民法院已
经发出了三份离婚冷静期通知
书。“在发出的三份通知书中，有
一对夫妻因为一颗螺丝到法院

‘闹离婚’。”李江说，这对夫妻都
二十七八岁，离婚的原因是丈夫
让妻子去洗车，回来后发现螺丝
松动了，就对妻子破口大骂说妻
子想让他出车祸。俩人吵了起
来，妻子在丈夫出差时抱着一岁
多的孩子回了娘家。

还没等丈夫回来，妻子就向

法院提出离婚，丈夫知道后立刻
赶回家。“考虑到两人还有感情基
础，就建议他们冷静一下，女方同
意后就发放了通知书。”李江说，
根据“离婚冷静期”制度，法院将
给予夫妻双方三个月的冷静期。
冷静期限内，双方原则上不得向
对方提出离婚。冷静期满前七日
内，双方可根据情况向法院申请
提前结束或适当延长冷静期；若
已和好或形成一致意见，可到法
院签署协议书或申请撤回起诉。

济南老虎山隧道
规划六道改八道

近日，记者了解到，最初
设计为双向六车道的老虎山
隧道将调整为八车道，并通行
公交车。届时，山大兴隆山校
区至燕山立交桥将实现一站
直达。

济南绕城高速济南连接
线项目部副经理梁广山介绍，
老虎山隧道将是国内首条设
有公交专用道的城市隧道，通
车后，山东大学兴隆校区至燕
山立交桥可乘公交一站直达，
全长约 2 . 1 公里，将成为济南
市间隔最长的公交站点，预计
年底通车。

老虎山隧道通车后，将连
接至搬倒井立交。搬倒井立交
是济南目前唯一一座可以通
公交车的立交桥，同时连接老
虎山隧道、浆水泉隧道、小岭
隧道。“现在从燕山立交桥到
南绕城需要走怪坡、103省道，
至少需要40多分钟；老虎山隧
道通车后仅需10分钟左右。”梁
广山说。 据《齐鲁晚报》

听戏曲看民俗
千佛山山会挺热闹

听戏曲儿、捏面塑、吃冰糖
葫芦……济南千佛山第三十五
届“九月九”重阳山会开始了。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5 日，千佛山
风景区将献上文艺演出、非遗
展示、民俗工艺、风味美食等各
类精彩内容。

此次山会为老年朋友准备
了重阳戏曲专场，吕剧、豫剧、
山东梆子、五音戏荟萃一堂，上
演了《借亲》、《龙凤面》、《逼婚
记》、《穆桂英挂帅》等十余场经
典唱段。千佛山主山路两侧设
置了百余个展位，展示了千余
种特色商品，包括糖画、面塑、
布艺等手工艺品。山会上还有
泉城特色的冰糖葫芦、泉水茶
汤等美食。“佛山赏菊”景观也
正值最佳观赏期，风景区内黄
花遍地、野菊飘香。记者 高雯

24日，济南市环保局官方
网站发布环境空气功能区划、
生态环境功能区划、声环境功
能区划信息，对重点保护的生
态环境区域加严保护标准。

根据济南市环境空气功
能区划规定，共划分11个一类
区，包括11个特殊保护区：长
清寒武纪地质遗迹自然保护
区、莲台山森林公园、历城柳埠
-西营区、平阴县大寨山森林公
园区、长清区大峰山森林区、长
清灵岩寺景区、长清区长城岭
景区、龙洞风景名胜区、章丘七
星台森林公园-垛庄水库景区、
章丘阎家峪乡-文祖镇森林公
园区、章丘胡山森林公园、白云
湖、唐王森林公园，总面积
818 . 632平方千米。

另外，还划定了南部山区、
中心城城市建设区、山前平原
农业区、黄河沿岸湿地保育区
和北部平原农林区5个生态功
能区。 据《济南时报》

□记者 刘紫薇

在各类电信诈骗受害群体
中，老年人占比较重，针对老年
人的诈骗手法多以各类中奖诈
骗为主，有发票类中奖、娱乐节
目中奖、刮刮卡中奖诈骗等。近
日，家住济南市市中区72岁的
王女士收到来自北京养生堂保
健股份有限公司寄来的包裹，
并刮出二等奖100万元，王女士
按照指示拨打电话兑奖，不料
被骗走了14万元。

近日，王女士收到了一件
快递包裹，但因为没有买过东
西，王女士感到很疑惑。打开包
裹，里面有一张关于北京养生
堂保健股份有限公司 21 周年

辉煌庆典活动的宣传单，上面
有一个刮奖区，还附有兑奖说
明。不仅如此，包裹里还有北京
市丰台区公证处的公证书，公
证员照片、姓名、工号及公证处
的联系电话一应俱全。王女士
信以为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刮开了奖区，竟然中了二等奖，
奖金 100 万元。王女士非常高
兴，没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好
的运气，随后便拨打了宣传单
页上的电话，询问怎么领奖。

“先缴纳2万元公证费。”听
到对方这样说，王女士没多想，
就将钱邮寄给了宣传单页上注
明的地址。王女士原以为可以
在家安心等待奖金到来，结果
对方又要求王女士缴纳税费6

万元、印花税3万元、审计费3万
元，共计12万元。深信不疑的王
女士又将钱寄出，之后再打电
话却打不通了。王女士这才感
觉不对劲报了警，可是已经被
骗了 14 万元。

“老年人多对保健品情有
独钟，往往轻信于社会上一些
不法商人对保健品功能的虚假
宣传，在购买时不经意间泄露
了自己及家庭的某些信息。”济
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反诈骗中
心副调研员杨玲提醒市民，要
冷静对待保健品的宣传，理智
购买与使用，不要因为高额奖
金的诱惑而失去理智，与自己
的子女多沟通、多交流，提高防
骗能力。

济南七旬老人陷入保健品中奖骗局

保健品“中奖百万”，兑奖时被骗14万

济南战役纪念馆
闭馆升级10个月

为迎接济南解放 70 周年，
济南战役纪念馆将在 11 月 3
日起闭馆升级改造，预计工期
10 个月，此次改造主要对展陈
形式和内容进行升级，新馆将
增加实景复原、多媒体、电子
沙盘等现代展陈手段，给观众
耳目一新的参观感受。

济南战役纪念馆始建于
1998 年，2003 年正式建成对外
开放，至今已运营十四年。由
于受当时条件所限，馆内展陈
设计单一、布展形式陈旧，参
观线路也欠科学，此次闭馆升
级改造后，将进一步丰富济南
战役史实细节，突出展览时代
性，增强展览吸引力，让大家
对济南战役有更直观和深入
的了解，引导观众铭记历史、
珍惜当下。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刘扬

济南发布“气质”区划

设11处特殊保护区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聂晶

10 月 25 日，济南市第 38 届趵突泉金
秋菊展开幕，今年菊花展最大的看点是首
次设立百菊赛展区，展出了 3000 余盆菊中
精品，品种有金龙分水、国华创云、紫霞秋
英等，还有曾获得过北京、郑州等地菊王
称号的“古刹金刚”，国家级“养菊大师”季
玉山、张秀山、马建山也带着作品来济南

“斗菊”。
作为本届菊展主展区，趵突泉的全园

布展以品种菊、千头菊、悬崖菊为主，园区
内的假山石、溪岸被悬崖菊装点出菊花
溪、菊花山景景象。

今年的菊花展首次设立百菊赛展区，
全国各地的30余家菊花参展单位搬出自
家“菊王”，摆放在展区内，其中不乏有国
家级“养菊大师”季玉山、张秀山、马建山
的作品。北京市菊花协会副秘书长季玉山
介绍，从叶片、花型、花色、身高等角度去
观赏，才能真正欣赏到菊花的美。比如，名
为“古刹金刚”的菊花，其伸展的花瓣融合
了黄色、红色等色彩，造型颇有金刚罗汉
的感觉。

3000余盆“菊中精品”集中展出，他们
将经过一轮轮的“斗菊”，参加菊花“选美”
擂台赛。此次菊花擂台赛将由专业评委和
大众评审共同评审，非专业的大众评审们

将代表老百姓的声音，票选出大家心中的
“菊王”。

菊展的另一亮点是“外来户”很多，40
余家参展单位中，北京、河北、河南、江苏
等外省市单位就有30多家，参展单位有很
多知名景区，例如北京北海公园、天坛公
园、扬州瘦西湖风景区等。此次菊花展，趵
突泉园内设菊花小景、造型、扎菊、大立
菊、大悬崖菊、品种菊等9个展项，展出有
500余个菊花品种，共有10多万盆菊花供游
客观赏品鉴。

此外，还有斗菊大赛、插花展、书画
展、摄影展等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参与
其中、乐在其中。

趵趵突突泉泉菊菊展展展展出出了了 550000 多多个个菊菊花花品品种种。。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金金灿灿 摄摄

趵突泉金秋菊展开幕，展出菊花10多万盆

国家级“养菊大师”来泉城“斗菊菊””

菊展三条游览线
趵突泉景区作为本届菊展主展

区，全园布展以品种菊、千头菊、悬崖
菊为主，并重点打造了三条各有特色
的游览线。

灶第一条路线：南门开始，经主
游路、观澜亭、海豹池广场、濯缨泉至
北门，主要观赏扎菊造型、大型花坛
及海豹池广场十余组微缩小景世界。

灶第二条路线：东门、沧园、龟石
广场一线，主要观赏品种菊展示区和
龟石广场的百菊赛展区。

灶第三条路线：南门至万竹园，
途经无忧泉。主要观赏泉畔悬崖菊装
点和大丽菊展区。

古古刹刹金金刚刚曾曾在在北北京京郑郑州州获获得得菊菊王王称称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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