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羊上街，羊奶现挤现卖
吸引了不少市民，每天收入300余元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穆
静) 用电动三轮车拉着羊、带着
青草，打着“鲜羊奶10元一斤”的
招牌……近日，在济南市王官庄
小区九区集市附近，来了一位骑
电动三轮车的女子，带着母羊，现
挤现卖鲜羊奶，吸引不少附近居
民购买。

17日下午4时许，在王官庄小
区九区集市附近，记者见到了这
位卖鲜羊奶的女子张国芝。在她
旁边的电动三轮车上，拉着一头
母羊。车旁立着的一块牌子上写
着“绿色食品、质量纯真 营养丰
富 送货上门”，在电动车上还立
着一块牌子上写着“鲜羊奶10元
一斤”。

张国芝准备了一提矿泉水，
每当有要羊奶的，她就将矿泉水
瓶中的水倒掉，用空瓶子接羊奶。
刚挤出来的羊奶比人体温稍高，
味道微甜。怕羊饿了，张国芝还准
备了一把青草喂羊。

羊奶现挤现卖，吸引了不少
路人围观。记者看到，在约一个小
时时间里，就有三名市民前往买
羊奶，还有两名市民打电话预订。

“这几天每天都来买羊奶，鲜
羊奶比牛奶好喝。”附近居民刘先
生介绍，一周前他发现此处有卖鲜
羊奶的，于是买回家，煮沸后一家三
口都喝。刘先生告诉记者，他以前在
东北老家时，就喝鲜羊奶，而现挤的
羊奶既新鲜又能保证纯正。

“10元钱一斤不便宜，我们就
买给孩子喝。”现场一名购买羊奶

的家长告诉记者，前几天图新鲜
她给孩子买过一次后，没想到孩
子很喜欢喝。

“羊奶买回家后煮沸三遍就
能杀菌了，如果直接喝能治口疮
呢。”也有一些路人对现挤羊奶的
卫生状况表示怀疑，面对怀疑，张

国芝一遍一遍地解释。
据张国芝介绍，她家在井家

沟附近住，为了让老母亲能喝上
鲜羊奶，4年前养了两头羊。她发
现鲜羊奶很好喝也很受周围人欢
迎，就多买了些母羊挤羊奶卖。

目前张国芝养了10来头母

羊，有7头能产奶，3头产奶较多，
这3头羊平均每天能产奶30多斤，
羊奶每天基本上都能卖出去。“上
午时，我挤好羊奶，给老订户挨家
送；如果羊奶还有剩余，我会拉着
羊到市区来卖羊奶，在市区平均
每天能卖10斤左右”。

挤出来的牛奶、羊奶，能直接
喝吗？儿科专家表示，鲜牛奶和鲜
羊奶，3周岁以内的婴幼儿不主
张喝，原因是婴幼儿的胃肠道、
肾脏系统发育尚不完全成熟，给
婴儿喂鲜奶会产生一些不利影

响。此外，鲜奶的钙磷比例不合
适，含量较高的磷会影响钙的吸
收，此外，鲜奶中可能会有过敏
因子等。

另外，刚从动物身上挤下
来 的 奶 也 不 能 直 接 给 孩 子 饮

用，一是动物身体本身可能含
有病菌，另外挤奶的过程中也
会产生细菌，刚挤的鲜奶一定
要加热煮过杀菌后才能喝。即
便是煮沸后也很可能存在杀菌
不彻底的隐患。

格延伸阅读

刚挤羊奶
最好加热喝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
倩 通讯员 李哲 孙晓雯) 三
名窃贼专门对放置在高层住宅楼
内住户门口的电动车下手，疯狂实
施盗窃21起，涉案价值5万余元。天
桥警方经过近一个月的侦查，将三
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今年2月以来，天桥区连续
发生多起电动车被盗案，失主均
是高层住宅居民。部分居民平时
习惯将电动车通过电梯运上自
己居住的楼层，放在门外楼道
内，不料却被窃贼盯上。

天桥警方通过调取每一起
案发现场周围监控，终于发现，5

月17日中午，发生在天桥区某高层
居民小区内的两起盗窃电动车案
件，是两名嫌疑人结伙作案。

监控录像清晰地拍到两嫌
疑人身材较瘦，身高均在1 . 75米
左右；其中一名身穿紫T恤，另一
名穿灰T恤，作案时共同骑一辆
跨骑式摩托车。

民警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
征和交通工具，通过案发地区沿
途监控录像顺线追踪，很快摸清了
两名嫌疑人的大致居住区域，并确
定了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韩某
(男，31岁)、郑某(男，27岁)，两人均曾
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6月8日6时左右，民警先后
在天桥区两处居民小区内将犯
罪嫌疑人郑某、韩某抓获。随后
于当日下午将另一名盗窃嫌疑
人卢某涛(男，26岁)抓获。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韩某、
郑某、卢某涛如实供述了自2013

年2月份以来，交叉结伙在市区
疯狂盗窃高层住宅内电动车21

辆的犯罪事实，涉案价值达5万
余元。作案时，三人将电动车搬
进电梯运至僻静、隐蔽的楼层或
地下室内，将车锁撬开后，再大
摇大摆地骑着盗得的电动车离
开作案现场。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兴飞) 由于超负荷用电，致使
大厦供电设备自动跳闸断电，6月
17日上午，济南恒昌大厦的多部
电梯上演困人事故，好在所有人
员最终被救出，没有人员受伤。

17日上午11点，记者赶到了
位于经四路上的恒昌大厦，发现
大厦一楼的几部电梯已经恢复正
常运行。

虽然从困人电梯里出来已经
近半个小时，但华女士仍然不能
平静下来。在电梯口，市民华女士
说起了被困的惊险经历。

17日上午，华女士来恒昌大
厦办理业务，没想到在乘电梯下
楼时，意外被困在11楼。

“10点10分左右发生的，当时
电梯里一下就黑了，没有应急灯，
我用手机拨打急救电话都打不
通。”华女士称，一同被困在5号客
运电梯里的共有十多个人，有不
少是老年人。

“其中有个70岁左右的老大
爷，和我紧挨着，当时人就吓得不
行了。不只老年人，我们都害怕，
停电后电梯里又闷又热，身上光
往外冒汗。”华女士说。

十多分钟后，供电恢复，电梯
也恢复正常运行，华女士才和其
他被困人员从电梯里跑了出来。

“出来后我们都不敢再坐电梯了，
十多个人都从楼梯走下来，虽然
慢点，但不用担惊受怕了。”华女
士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华女士
乘坐的5号客运电梯，还有其他
三部电梯同时发生困人事故，
被困的不少于二三十人。其中3
号客运电梯由于被卡在2楼和3
楼之间，物业人员救援时没少
费工夫。

物业电梯项目负责人刘主任
说，为了救3号客梯内的人员，工
作人员只能上25楼电梯井顶层，
人工释放电梯钢缆救援。“前后花
了近半个小时。”

对于此次出现的电梯困人事
故，刘主任称是大厦突然停电所
致，电梯本身没有问题。

“最近天气闷热，业主们都在
使用大功率电器，致使用电超负
荷而跳闸停电，现在大厦已经恢
复正常供电，我们已经向业主下
发错时用电的建议，以避免这类
险情再发生。”刘主任说。

四部电梯停运困住数十人
事故原因是大厦突然停电，半小时后人员全被救出

三贼专上高层楼

偷电动车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杨茜) 16日晚，
参加完高考的周明(化名)与几个
同学聚会。结果，当晚多喝了几杯
的周明竟睡在了出租车上。

16日晚9点半左右，的哥赵
师傅开车行至泉城路附近时，遇
到五名学生招手拦车。赵师傅
说，五人一上车，他就闻到一股
浓重的酒气。

因为五个人所去的地方都
不一样，赵师傅就将他们一个个
送回家。结果，当赵师傅把前四
个男孩送到目的地后，车上最后
一个男孩说他要去北园大街。可
当赵师傅开车行至北园大街附
近，并停车问那名男孩“住在什
么小区”时，却发现对方躺在后
座上呼呼大睡。

赵师傅下车打算叫醒这名
男孩，可任凭自己怎么摇晃，男
孩就是不醒。有些害怕的赵师傅
立刻拨打电话报警，在附近巡逻
的110巡警赶了过来。

由于出租车上的男孩醉酒
比较厉害，110民警也担心其出
现意外。于是，民警将男孩送至
附近的医院。经过120医生的治
疗，这名男孩才算清醒过来。

原来，这名男孩叫周明，才19

岁。周明告诉民警，他刚参加完高
考。当晚，他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相
邀出来放松心情，没想喝多了。

事后，110民警联系了周明
的家人赶来医院，将其接走。

高考后聚会

醉酒睡在出租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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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王倩) 家住镇武街3号楼的72户
居民眼看燃气管道已经通到了楼
下，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燃
气管道最后3米需要从居民楼与
相邻中学校园的墙上穿过，而学
校方面考虑到校园安全，没有答
应接通这3米管道。

17日上午，家住制锦市镇武
街3号楼的多户居民来到济南十
三中门口，居民孙先生说，他们希
望能见到学校负责人。

孙先生住在镇武街3号楼2单
元，楼上共有72户居民，之前一直
没有通上燃气。三年内经过多次

申请，港华燃气同意了在此安装
燃气管道，并从上个月开始铺设。
6月13日，眼看管道就要铺设完
成，施工人员却无奈停下了手头
的工作。

原来，3号楼东面相邻的是济
南十三中的校园，中学与小区共
用一堵墙，而管道要想开通必须
要从东墙上架上一条长约3米的
管道。但居民和学校协商时，学校
考虑到校园安全，没有同意。14
日，施工人员撤离了现场。

“这个东墙是我们居民楼的
墙体，学校是借用了我们的墙，现
在我们要在自己墙上安装管道，

怎么就不可以了呢？”多名居民向
记者抱怨。

17日上午，记者在制锦街街
道办事处制锦市街社区居委会见
到了制锦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
峰，张峰表示他们也曾多次出面
协商通煤气的事。

“学校方面上报了教育部门，
并请来消防部门相关人员进行检
查。”张峰称，依据消防部门的意
见，需要施工的港华燃气公司出
具施工相关证明，但港华燃气公
司出具的材料中缺少一份针对3
号楼的施工许可。

17日中午，济南十三中党委

副书记朱杰以及另外两名负责人
代表学校同居民代表进行了协
商、沟通。

朱杰介绍，小区东墙与学校教
学楼之间七八米的距离属于消防安
全通道，所以他们将这个情况上报
到了教育部门，“如果不威胁到校园
安全，我们肯定不会拦着。”朱杰称，
他们决定把几方都约到一块，对这
个问题进行重新评估。

港华燃气相关人员也表示，
工程设计符合规范、施工单位资
质证件齐全，他们也会积极对此
进行协商。
(奖励线索提供者刘先生 50元)

只差3米，72户居民难通燃气
原是管道从校园西墙过，学校考虑校园安全没同意

现挤羊奶吸引了不少孩子。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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