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儿童食品】

邓女士：我外甥现在9个月，
咨询给他购买儿童食品时该注意
哪些事项？

记者咨询：1、正确选择儿
童食品的购买场所，不光顾地
摊、流动商贩。2、不盲从于过度
的宣传。儿童营养主要应从一
日三餐中获得，如果没有特殊
需要，无需过度滋补。3、不要过
分追求外观过于鲜艳、好看的
儿童食品，因为在食品的加工
过程中，生产的环节越多，添加
的原料也越多，潜在的伤害就
越大。4、在购买时要认真查看
配料表、生产厂家、生产日期、
保 质 期 以 及 有 无 警 示 性 语 句
等。5、主动索要并妥善保管购
物凭据，在发生意外时可作为
维权的证据。

【关键词：非油炸食品】

崔女士：我很喜欢吃零食，
尤其是薯片，但含油量太高了。
现 在 广 告 上 说 有 非 油 炸 的 薯
片，想咨询是不是真的不含油，
不增肥。

记者咨询：不少薯片、饼
干、膨化食品都号称“非油炸”，
采用烘烤的加工方式。这让很
多人以为，非油炸食品不含油，
所以更健康。

营养学专家表示，非油炸
食品确实比油炸的好一些。首
先它含油更少，其次是没有经
过高温油炸，致癌物少。但非油
炸食品只是加工时不用油炸，
不代表不含油。比如有些食物
烘焙时也需要刷油，才能保证
其香酥脆的口感。非油炸食品
的脂肪含量仍然较高，吃时应
该控制量。每天吃几口没什么
关系，但是如果每天来一大袋，
油脂摄入还是会超标。

【关键词：排放超标】

鲍先生：恒大城南边的铁厂
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

济南市环保局回复：经调
查，该单位近期的在线监测数
据显示，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污
染物均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
准。

经检测，该单位2号高炉、
烧结机及竖炉在生产时产生的
噪 声 超 过 国 家 规 定 的 排 放 标
准，已责令该单位改正，并立案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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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村里过 留下修路钱
历城区堰头村村民拦路设卡，拉石料的大货车不交钱不能从村里走

高架桥上轿车自燃 消防车被堵无法上桥
□记者 李培乐

生活日报11月16日讯 15日18：
20，北园高架桥上，一轿车由西往东
行驶时突然起火，造成大堵车。消防
车无法上桥，只好用皮卡把消防官
兵和水带送上桥，再将水带接到消
防车上进行灭火。

15日18：20，在山大二院附近的
北园高架桥上，一辆轿车正在由西
往东行驶。突然，司机发现车前盖位
置冒烟，随后起火，他赶紧下车报
警。

当时高速交警大队的民警马涛
正好路过，看到有车辆着火，也拨打
了119。然后，他暂时封闭道路，维护
秩序。

消防十八中队接到报警后赶到
了现场。不过由于车辆起火造成了
大堵车，消防车根本开不上高架桥。
无奈之下，消防车只好找了一辆皮
卡，把消防官兵和水带送到桥上的
失火现场。随后，消防官兵从桥上将

水带接到消防车上。
等接好水管开始救援时，大

火已经将车包围。经过消防官兵
十几分钟的扑救，大火被扑灭。为
了防止死灰复燃，消防官兵又掀

开车前盖，给车彻底降温。火虽然
被扑灭了，但是轿车基本报废，车
内的座椅基本只剩下铁架子。19
点，交通恢复正常，清障车将失火
轿车拖走。

金项链四个月断两次 商家给换了新货
□见习记者 范洪雷

生活日报11月16日讯 11月15
日本报报道了《九千元黄金项链
四个月断了两次》一事，引起商家关

注。15日下午王先生给记者打来电
话称，事情都得到了解决，“加了
1000块钱后，六福珠宝给换了一条
新项链。”

王先生称，六福珠宝工作人员

查看过断裂的项链后，告知项链已
无法修复。

对于黄金项链突然断裂的原
因，工作人员称，需专业人员检测后
才能得知。

法官调解情法并用

伤者七年终获赔偿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李萍 刘俊杰

原告上班途中遇事故被撞成
植物人，被劳动部门认定为工伤，
原告提起仲裁要求用人单位赔
偿，用人单位却已被破产注销。其
父母7年奔波，要求赔偿未果后，把
原用人单位的义务承担人告上法
庭。章丘法院受理案件后，多次登
门调解，最终使原告获得了赔偿。

吕翔于2005年10月3日上夜
班时，在路上被一辆大卡车撞成
了植物人。经章丘市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依法认定为工伤，经济南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依法鉴定
为一级伤残。仲裁裁决要求用人
单位给予赔偿。但此时吕翔原来
的用人单位已经被破产注销，吕翔
一直未得到赔偿。七年之后，吕翔
父母无奈之下，将原用人单位的义
务承担人作为被告告上法庭，要求
赔付各项费用110多万元。

为彻底解决这一长达七年的纠
纷，2012年底，法院的法官带着慰问
品去看望吕翔一家，并再次与吕翔
父母商讨合理数目的赔偿金，还给
躺在病床上的吕翔拍了几张照片。

之后，法官带着照片又来到被
告家中，告诉他吕翔的病情。当被
告看到戴着呼吸罩艰难度日的吕
翔时哽咽了。法理加人情双管齐下
的攻势下，被告最终同意给予吕翔
十五万元的赔偿。

□记者 李培乐
Shrblpl@126 .com

读读者者报报料料

设上起落杆，弄上小板房，几
位村民往村口一站，尘土飞扬中，
拦住大货车收费，这一幕发生在历
城区堰头村南口。村民说收费是为
了修路，因为抄近路上东郊浮桥的
大货车把村里的路轧得难以通行。

堰头村村民拦路收费，已经发
生过多次了，每次的理由都是要收
修路费。但是村民说，他们更希望
大货车别从他们村里走。

你你问问我我答答

一追到底

村民拦路设卡收费，过路拉石料的大货车都要交费才能从村里走。 记者 李培乐 摄

灭火现场。 视频截图

16日下午，记者来到历城区荷
花路街道办事处堰头村，刚到村口
附近就看到路边堆着很多渣土。在
车辆过去后，马上就是一片尘土。在
村口西侧，路边则成了碎石料的倾
倒场，如果不是前方的楼房，这里很
容易被当做建筑垃圾场。

专向拉石料的大货收费

在堰头村村口，一处小板房前，
有两男两女四位老人，他们都是堰
头村村民，也就是马先生所说的收
费人员。

板房边的马路靠西侧位置有
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东侧的路面上
有一个起落杆。起落杆平时都是升
起的，但是如果有大货车过来，起
落杆就会落下，司机只有交钱才能
通行。

对于收费，四位村民毫不避讳。
“对，我们就是收费的，但是一般的
车我们不收，只有拉石料的大货车，
我们才收费。”

收费的村民说，收费的数额不
统一，看大货车拉货的多少，有的三
十有的五十，“有时候一天收一二十
辆大货车的过路费，不过今天到现
在，还没有一辆。”

四名收费人员中的马女士说，
他们只是收取费用，并没有发票、收
据等凭证给大货车司机。

收多收少村民说了算

马先生家住堰头村。他说，最近
十几天，村里有村民在村南口开始
向过往的大货车收费。据了解，这已
经不是堰头村村民第一次对过往车
辆设卡收费了。

马先生说，村口收费的人员都
是村民，白天一般有三个人收费，到
了晚上有四个人。

“收费的标准不统一，有的货车
收50元，多的能收100元，这都是收
费的人说了算。”马先生说。

“有很多拉着石料的大货车，载
重量非常大，把村里的路都给轧坏
了。还有的车辆要去东郊浮桥，从我
们村里走近路。”马先生说，现在村
里尘土飞扬，“简直没法住了。”

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面，制
止村民乱收费，同时更要管一管那
些从村里呼啸而过的大货车。

村民说收钱是为了修路

村民称，大量车辆从村里通行，

不但造成村里噪音大，更让人受不
了 的 是 尘 土 。为 此 ，村 里 有 人 给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打过电话。村民
说，他们希望相关部门出面进行管
理，不让大货车走他们村。

收费人员马女士说，收来的钱，不
交给村里，就是留着为了修路。

她指着路面介绍说，由于大量
货车通行轧坏了路面，他们在8月份
花了十几万修了路，可是现在又被
轧坏了。“我们并不是一直收费，如
果大货车走得多了，我们就收费。”

不过，也有村民认为不应该设
卡收费，因为村民没有收费的权力。
同时，有村民质疑，收费让大货车更加
肆无忌惮地通行，“这样大货车拉货更
多，他们照样赚钱，路坏得更快。”

记者试图联系荷花路街道办，
但是电话一直不通。在今年六月份
村民设卡收费的时候，办事处一位
王姓负责人称，街道办已经了解了
这一情况，也认为这么做是不合法
的，称会劝阻村民。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这个路段
的车流量非常大，村民说这是靠着
东郊浮桥的缘故。“华山东路北头与

同华路西头在堰头村相交，同华路
又与去往东郊黄河浮桥的道路相
通，从村里走是通往浮桥最短的
路。”

村民希望货车别走村里

记者在村口不时能看到拉着大
量货物的大货车，其中有一辆拉着
巨大石料的大货车。按村民所说，这
辆车应该收费，但不知是不是因为
记者在现场，一位村民提出应该收
费时，另一位村民赶紧去踩她的脚。

最终拉石料的大货车被放行，
“这个司机是附近村的，不用收费。”
一名收费人员这样解释。

说起为何收费，四人说这也是
“被逼的”。他们说，村里的路是村集
体花钱修的，可是过往的大货车太
多，很快就把路给轧坏了。在2011
年，为了限制大货车通行，就有村民
自发向过往大货车收费，到现在为
止已经多次收费。

“收费是希望大货车别走我们
村，这样路面就不会被轧坏了。”一
位收费人员称。

□帮问记者 张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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