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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跑社区

泮泮河河两两百百米米河河道道成成建建筑筑垃垃圾圾带带
市渣土管理办：重点巡查，欢迎市民举报违法倾倒

村委大院设殡仪厅

方便“上楼”村民办丧事

本报泰安8月19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
讯员 桑学阳) 近日，宁阳县伏山镇东代村
在村委大院建起殡仪大厅，大厅由两排房和
院子组成，方便住上新楼房的村民办丧事。

近日，宁阳县伏山镇东代村76岁的村民
王业朋因病去世，村红白理事会组织人手将
新装修的殡仪大厅进行打扫，上午10点多，王
业朋的亲友陆续来到，在这里举行了一场简
短体面的遗体告别仪式。

伏山镇东代村支部书记王业泽说，东代
村有289户1012人，自2012年开始社区建设以
来，村里建起了多种户型的居民楼，使全村
82%的农户搬进宽敞明亮、干净卫生的新楼
房。

住楼房有好处，也有弊端，一家一户有老
人去世后，发丧就很是问题，加上要楼上楼下
跑，很不方便。

为方便村民举办殡仪事宜，东代村经过
征求群众意见，将村里的村委大院腾出一部
分，经过简单粉刷后，改建成殡仪大厅。

“今后谁家有了丧事，都在这里举行，既
节省又方便。”王业泽说，殡仪大厅有10间瓦
房和大院组成合计460多个平方，完全能满足
村民办事的需求。

银行保安养情妇

连偷电动车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俄立芃) 贤德苑一住户丢了新买
的电动三轮车，民警通过监控找到藏车地点，
并原地蹲守24小时，终于抓获嫌疑人，又追回
两辆被盗电动车。嫌疑人竟然是某银行保安，
因为养情妇缺钱花才盗窃。

8日，贤德苑一居民报警说，丢了一辆新
买的电动三轮车，价值一万余元。站前派出所
民警通过查找沿途监控，找到嫌疑人藏车的
地点，在徐家楼街道一小区里。

民警估计嫌疑人一定会近期回来提脏
车，副所长严伟带两人开一辆便车停在离赃
车10米左右的地方蹲守。

蹲守中，为不引起嫌疑人注意，车窗只能
开一个小缝，不能用手机、不能抽烟以免有亮
光。当晚又下了大雨，视线很不好。到了后半
夜，车上三人一人紧盯赃车，两个人稍微休息
一会儿，轮流值班。

到凌晨3点左右，嫌疑人终于出现。嫌疑
人很谨慎，附近的车辆感觉不对的，他都看一
眼里面有没有人。走到民警便车前，他往里一
看，和民警打了个照面，还没反应过来，民警
从车里冲出来把他制服。

嫌疑人自称是来找人的，不承认偷车，结
果在他身上找到了能打开赃车的车钥匙，在
他开的四轮电动车里，还找到一把大号液压
断线钳。

在嫌疑人住处，警方又找到两辆被盗电
动车，总价值万余元。经调查，男子是某银行
保安，有盗窃前科，在外养情妇需要钱就在外
盗窃。目前该男子已被刑拘。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者 赵兴超) 南关大街
中段田园小区附近泮河河
道，近一个月来被违规倾倒
的建筑垃圾陆续占去两米
多宽。居民反映，夜间常有
渣土车倾倒垃圾。19日，泰
安市渣土管理办公室工作
人员表示，将重点监管这一

地段乱倒建筑垃圾情况，一
经发现严格处理。

19日，家住南关大街王
家店的市民张先生，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反映，近一个月
来常有渣土车在泮河边倾
倒建筑垃圾。张先生说，他
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污水
处理厂附近的桥，在桥西路

北沿河岸地段，隔几天就能
看到一些新的建筑垃圾堆
在路边，不断堆积的建筑垃
圾向河道坍塌。“这一个月
以来雨水多，建筑垃圾往河
里坍塌了又有两米多。”张
先生说。

记者在田园小区北门
该路段看到，从南关大街桥

上向西 2 0 0多米的沿河路
段，堆满了建筑垃圾，包括
沥青块、渣土、装修废料等。
原本位于河边的一些树，陆
续被建筑垃圾埋住了树干，
深的地方接近两米。从桥上
向西看去，建筑垃圾侵占的
河道宽度已超过两米。

附近居民说，去年汛期
时，河道水流太大漫过了桥
面，眼看着现在建筑垃圾占
河道越来越多，担心排水不
畅再淹了路和桥。

19日下午，记者联系到
泰山区住建局，工作人员称
该河段防汛工作为其所辖
职能，但建筑垃圾倾倒问题
则不属于管辖范围。

泰安市渣土管理办公
室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渣
土办为多部门联合执法，
抽调多部门人员三班倒执
法，居民反映的这一问题
比较及时，巡查队当天晚
上就重点巡查这一地段，
发现违规倾倒的车辆和人
员将严查。下一步，渣土办
还将建立接受市民举报等
互动途径，希望市民积极
反映问题提供线索，规范
渣土运输，美化泰城市容
市貌及城市环境。

(奖励线索人 张先生
50元)

本报泰安8月1 9日讯
(见习记者 邓金易 ) 近
日，肖女士2岁大的儿子早
起小便时说尿不出、下体
又疼又痒，肖女士一看才
发现，孩子的下体红肿。赶
紧去医院检查得知是被虫
子咬的。

“早上起来孩子就开
始哭闹，我还以为他就是
起床没睡醒，就没当回事
儿。”肖女士说起时还觉得

有些后怕，因为随后给孩
子把尿，才发现孩子下体
红肿，也尿不出了，还一直
说下体又疼又痒痒。

“我孩子太小了，我一
听他这么说就很害怕出问
题，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
医生看了一下说，应该是被
虫子咬的，还给孩子打了一
些激素，配合着过敏药外用
药，这才消下去，现在已经
没啥事了。”肖女士说。

泰安市中心医院皮肤
科郭主任说，秋季也要预
防各种蚊虫，“现在跳蚤一
类的虫子活跃，被叮咬易
得虫咬性皮炎，而这些虫
类在深秋才会逐渐消失。
所以这段时间市民在家应
勤 洗澡，常 打 扫 房 间 。被
子、褥子有条件情况下也
要洗涤，周边多植物和水
源也要定期喷洒杀虫剂。
家中有小孩的更要注意，

孩子皮肤比较嫩，被蚊虫
叮咬后更容易产生较严重
反应。”

“ 像 跳蚤、螨 虫 的 叮
咬，身上会起连片的包，如
果用力抓挠，挠破之后容
易造成感染。一些药品不
能自己乱用，使用不当会
产生副作用。一旦情况比
较严重，或者被咬到特殊
部位，还是来医院处理比
较妥当。”郭主任说。

小小虫虫咬咬伤伤下下体体，，男男孩孩撒撒不不出出尿尿
医生：别让孩子抓挠，快到医院处理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者
侯峰 实习生 孙聪慧 ) 19日，有
市民向本报反映东岳大街一处公交
站牌被砸坏。记者从一家公交候车亭
管理方获悉，该公司4年共被砸坏价
值60多万元钢化玻璃。为防止破坏，
他们120多个站牌装上摄像头。

19日，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称，
上河桥附近一处公交站牌被砸坏。记
者随后赶到现场发现，被损坏的站牌
已被修好。“这个地方没有安装摄像
头，所以暂时还找不到谁干的。”负责
管理公交候车亭的海逸风传媒公司
工作人员说，为了减少类似的案件，
从今年3、4月份开始，他们陆续给部
分公交站牌安上了摄像头。

记者在普照寺路、环山路等路段
发现，大部分站牌都已装上了摄像
头，在大桥小区站点，公交车站台的
路线示意图上方安了一个黑色摄像
头，摄像头正对着公交车站点内的乘
客，不时闪着红色的光。

“截至目前，已有300块钢化玻璃
被人为损坏。今年上半年，已经有100

多块钢化玻璃被损坏。一块钢化玻璃
的材料费和安装费成本在2000元以
上。截至目前我们的损失已高达60多

万元。”海逸风传媒公司工作人员王
女士说。

据了解，海逸风传媒公司自2010

年起在泰安市区建设公交车站点，目
前已建成600多个候车亭，“这些公交
候车亭大约有900多块钢化玻璃。“自
开始安装公交站点以来，一直存在钢
化玻璃被砸的现象。”

工作人员介绍，公交车候车亭的
钢化玻璃被砸，多发生在环山路、灵
山大街、唐訾路和东湖路等位置偏
远、人流量少的路段。由于监管困难，
破案难度大，警方曾建议公司在多发
路段，安装摄像头。一方面起到警示
作用，另一方面，能够帮助确定嫌疑
人目标。

“截至目前所安装的120多个摄
像头成本，每个在500元左右，加上安
装费和人工费，总成本在 7万元左
右。”工作人员说。

工作人员建议，如果有市民发现
有不法分子破坏公交车站点，可以及
时与海逸风传媒公司联系，在每一个
公交站点，都有该公司联系方式。同
时市民也可以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向
警方报警并说明情况。

公交候车亭玻璃屡“受伤”，半年坏了一百多块

112200多多个个候候车车亭亭装装上上电电子子眼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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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照寺路一处公交站安上了摄像头。
实习生 孙聪慧 摄

建筑垃圾从路边堆进河里。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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