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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民生

血液库存告急市民相助

献血者增加 采血量翻番
本报 10月 19日讯（记者

崇真 盛文静） 青岛血
液库存持续在警戒线以下，
血站已经启动了Ⅲ级预警，
医院临床用血也受到一定影
响。19日，记者了解到，通
过发短信、媒体呼吁，19日
当天有206名市民踊跃献血，
当天采血76600ml，是18日
的两倍还多。

青岛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最近几天，血站每天
采血量只有150多个单位（一个
单位为200ml），而每天血站要
往医院供应200多个单位的血
液，明显入不敷出。血站已经启

动了血源保障Ⅲ级预警。“我们
给献血者发了短信，并通过媒
体呼吁，今天献血量都翻番
了。”19日晚，血站工作人员激
动地告诉记者，19日当天，几个
采血点共有206名市民献血，共
采血76600ml，而18日只有102
人献血34000余毫升。“这样就
能稍微缓解一下供血压力了”。

记者了解到，这几天，
平时手术量较多的青医附
院、市立医院等医院感觉到
了供血压力。青医附院输血
科的孙波主任说，按照规
定，医院血液库存量必须满
足三天用量，青医附院一天

大概需要做50多例手术，所
有血型用血量 130个单位左
右，应该库存400个单位，但
现在只有 180个单位左右。
“现在医院最怕遇到急症的
患者，这类患者用血量较
大，比如一个血癌的患者一
次需要输血800毫升。”

市立医院输血科主任尹
凤媛说，该院东西两个院区一
个月要用血2000个单位左右，
最近这段时间，明显感到用血
紧张。“比方说一次要100个单
位，可能血站只给70-80个单
位。”尹凤媛说，幸好之前医院
还有一些库存，但如果再这样

下去，不用三天，临床手术用
血肯定会受到影响。阜外医院
心脏中心刘晓君医生告诉记
者，现在医院择期手术已经受
到影响，尽管手术中医生也采
取了一些节约措施，如尽量止
血等，但非急症的用血较多的
手术已经往后拖延了。

青岛市中心血站工作人
员说，除了呼吁市民献血，
他们还联系了几所高校，20
日采血车将开到青岛大学师
范学院采血，之后几天，将
陆续到青岛几所高校，集中
采集，希望能缓解目前血液
紧张的状况。

荷花池

现雏形

19日，在贮水山
儿童公园，新改造的
荷花池已显露雏形，
工人们正在新落成的
假山前铺设防腐木质
地板。据了解，荷花池
外侧已经安装好了木
质护栏，3000平方米
的假山也将完工。“下
一步则是往荷花池内
注入清水并栽种荷
花，预计年底将全面
完工。”施工现场一名
负责人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装修工月收入6000元超白领
专家称这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刘大正） 眼下正值装修旺
季，装修工待遇水涨船高。19
日，记者采访了解到，有的装
修工月收入达6000元以上，超
越城市白领。对此，有关专家
表示，这一现象是劳动力得以
用价值体现的时代的开启。

10月 19日，在四方区鸿
仕雅居小区，瓦工戴师傅正在
给住户洗手间贴瓷砖。他告诉
记者，业主将整个装修工程包

给了装修公司，他又从装修公
司手中将瓦工的活包了下来。
“如果按天算，一天工费大约
在200元，不过我们喜欢包活，
包活的话就是自己说了算，晚
上可以加班。这家住户洗手间
加厨房贴瓷砖面积总计约60
平方米，包下来总计约一千七
八百块钱，晚上加班赶赶工
期，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可以干
完。”戴师傅说。问到每月收
入，戴师傅说：“因为在青岛呆

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手头上
的活都能连起来，每月收入能
有六七千吧，少的时候也能有
6000元。”

记者随后来到位于辽阳路
上的高科园装饰城，装饰城门
口站满了靠活的工人，瓦工、水
电工、木工每天工费普遍在150
元以上。木工纪师傅告诉记者，
这几年工费确实涨了不少，
2005年的时候他和工友的工费
是每天每人40元，去年的时候

涨到了每天100元左右，现在没
有低于150元/天的了，高的甚
至超过了200元/天。

对此，青岛市社会科学院
有关专家表示，这种现象是劳
动力受到尊重、劳动价值回归
的体现，劳动力不再廉价，也
预示着劳动力用资本价值得
以体现的时代的开启。市场是
公平的，因而也就造成了这种
装修工收入超越大学生甚至
城市白领的状况。

宝马4款汽车制动缺陷被召回

岛城或涉及近千辆召回车辆

本报 10月 19日讯（记
者 张榕博） 由于制动
系统缺陷，宝马(中国)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国家质
检总局递交召回报告，从
2 0日起召回进口 B M W 5
系、6系、7系和劳斯莱斯
幻影轿车。19日记者采访
获悉，目前岛城宝马相关
经销商已接到召回通知，
由于涉及汽车从2001年至
2009年，岛城相关召回汽
车可能接近千辆，劳斯莱
斯汽车目前尚未在岛城销
售。

记者了解到，宝马(中
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近日

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由
于制动系统缺陷，将自
2010年10月20日起，开始
召回生产日期为2001年12
月14日到2009年11月23日
之间的进口B M W 5系、 6
系、7系轿车，同时召回生
产日期为2003年1月1日至
2 0 0 9年 1 1月 3 0日之间的
3 8 8 辆 劳 斯 莱 斯 幻 影
(PHANTOM)轿车。据该
公司统计，在中国大陆地
区分别涉及宝马21383辆、
劳斯莱斯388辆。此次缺陷
是车辆的刹车助力器可能
会受到真空泵内润滑油的

污染，因而刹车助力功能
可能受到影响。在极端情
况下，车辆可能会失去刹
车助力功能，或可能导致
车辆制动性能下降。

记者19日采访青岛信
宝、燕宝等岛城宝马汽车
经销商获悉，这些经销商
已经接到厂家通知，并正
逐一通知岛城宝马相关车
主前往4S店免费更换改进
后的真空管路，需要1个小
时左右。“如果发现真空
管连接真空助力器已经被
润滑油污染了，那就需要
更换真空助力器和制动主
缸，需要4个小时左右。”

不当使用

导致商家蒙冤
爱仕达提醒消费者炒菜用锅有讲究

锅具产品的使用寿命不仅需要产品本身
有好的质量保证，用户的使用方法正确与否
也至关重要。方法得当有助于延长使用寿
命，若方法不得当，质量再好的产品也难逃
“夭折”的命运。

记者从爱仕达售后服务中心了解到，因
消费者使用产品时不看说明书，或者阅读说
明书之后并不依照说明书操作导致产品问题
占比最高，对于此类问题商家苦不堪言，爱
仕达售后服务中心负责人提醒消费者注意，
虽然炒菜事小，但是炒菜用锅也有讲究。

爱仕达售后服务中心的数据报告显示，
客服工作人员接到的消费者投诉案例中，有
很多跟踪调查后得出的结论都证实，并非产
品质量存在问题，均属消费者使用、保养方
法不当造成厨具使用寿命缩短。

爱仕达售后客服专员王小姐告诉记者，
有一次接到一位女士的投诉电话，说所购买
的爱仕达不粘锅使用几次以后，她认定是产
品质量有问题要求退货。

经过我们仔细询问得知，这位女士使用
不粘锅一直配用的是铁质锅铲。而不粘锅的
使用说明中有明确提示，尖锐的金属锅铲应
避免与不粘锅配套使用，容易刮坏锅内的不
粘涂层，所以使用不粘锅一定要用塑料、木
质的锅铲。另外，不粘锅因为锅底导热均
匀，使用时应以中小火为主，长时间使用大
火容易对锅体构成损坏，而且不粘锅是合金
基材，正常使用是不会生锈的。听了工作人
员的讲解，这位女士说自己平时没有阅读说
明书的习惯，忽略了这件事，看来是自己使
用不当造成的。

客服人员介绍，不粘锅的使用和保养应
注意以下问题。

1、首次使用前，要把标贴撕去，用清水冲
洗并抹干，涂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牛油及猪
油除外）作为保养，再清洗后方可使用。

2、烹调时应用耐热尼龙、塑料或木制的
锅铲，避免尖锐的铲具或金属器具损害不粘
锅的表面。

3、不粘厨具传热均匀，使用时只需用中
至小火，便可烹调出美味食物。采用大火
时，锅内必须有食物或水。

4、使用后须待温度稍降，再用清水洗
涤，不能立即用冷水清洗。遇上顽固污迹，
可以用热水加上洗洁精，以海绵清洗，切勿
以粗糙的砂布或金属球大力洗擦。

爱仕达售后服务工作人员特别提醒广
大消费者，不粘锅
的使用和保养有别
于普通铁锅，在使
用之前一定要先详
细阅读产品使用说
明书，有问题可随
时拨打免费客服电
话 4 0 0 - 8 8 5 8 - 1 1 1，
客服人员会耐心解
答您的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