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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微信朋友圈疯传着一条
“用沐浴乳洗澡，会万劫不复”的信息，称
沐浴乳里面有种叫做PARABEN的成分，
长期使用可能诱发癌症，让人感到恐慌。
对此记者咨询了相关专家，专家称这种
说法纯属瞎掰。

该微信内容称：“沐浴乳里面有种
叫做PARABEN的成分，是用来防止沐
浴乳变质的防腐剂。医师在乳腺癌的
切片中，也发现PARABEN的成分！市
面上三成的沐浴乳，含有这种可能致
癌的物质，如果长期使用，可能就会有

危险 !”另外，该微信还提到如果真要
用，选购时要仔细看清楚是不是含有
PARABEN成分，如果可以最好使用甘
油为基底的肥皂，因为成分简单不易
变质。

沐浴乳，对于市民而言属日常用
品，然而这种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洗化
用品，是否像微信中说的那么恐怖呢？
对此，记者采访了烟台大学生命科学
学 院 副 教 授 贺 君 ，贺 君 介 绍 ，
PARABEN化学名称为对羟基苯甲酸
酯类（商品名为尼泊金酯类），包括尼

泊金甲酯、尼泊金乙酯、尼泊金丙酯、
尼泊金丁酯和尼泊金异丁酯等，广泛
应用于日化洗浴产品的防腐剂（香皂、
香波、沐浴露、除臭剂、膏霜和乳液
等），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防腐剂之
一。

贺君说，近年来对尼泊金酯类的
关注越来越多，按目前的使用惯例，对
羟基苯甲酸酯类作为化妆品防腐剂成
分是安全的。欧盟以及美国等国家都
批准尼泊金酯类作为化妆品防腐剂使
用。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批准其作

为允许添加的食品防腐剂之一。
“食品、药品、毒品在所含成分上

有时没有本质区别，只有量的差异，所
以只要按照有关标准使用，不会产生
安全性方面的问题。”贺君说，除了沐浴
乳，香皂中也含有尼泊金酯类，因此微信
中称使用香皂更安全的说法没有理论依
据。另外，沐浴乳在使用过程中用量有
限，因此只要及时清洗干净，与皮肤接触
的时间不是过长，不会产生安全性的问
题。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许亚薇

艺考按专业属性

分为11个类别

与往年一样，2015年我省
艺术类专业招生分为艺术文、
艺术理两类，科类代码为艺术
文3、艺术理7。

根据专业属性不同，艺术
类划分为美术类、音乐类、书法
类、舞蹈类、摄影类、播音主持
类、文学编导类、影视戏剧表演
类、服装表演（模特）类、空乘
类、其它类共11个专业类别。

意见中指出，考生报名填
写《山东省2015年普通高考网
上报名个人基本信息项目表》
时，应选择专业类别。报名信息
确认后发给《山东省2015年普
通高校招生夏季高考报名信息
确认单及专业测试报考证》（简
称报考证）。

据了解，考生报名时，只能
填写一个专业类别，但是，有考
生表示，在参加各学校校考时，
并不受专业类别限制，例如，美
术类考生也可以参加书法专业
的招生考试。

在编制招生计划时，有三
类高校可不编制分省分专业招
生计划，分别是驻鲁以外的29
所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参
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招生

办法执行的普通高校的艺术类
本科专业和驻鲁以外的中央部
门所属高校的非美术类本科艺
术专业。

此外，未达到我省2015年
普通高校招生美术类专业统考
本科合格线的考生，没有资格
参加各学校组织的美术类专业
校考，即使报名参加了校考，我
省也不承认其校考成绩。同时，
各高校必须在招生章程中注明
使用我省统考成绩还是使用校
考成绩。

省外艺术院校

只能选一考点

据介绍，2015年我省普通
高校美术类专业招生实行全省
统一考试。31所独立设置的本
科艺术院校和参照独立设置本
科艺术院校招生办法的普通高
校、部属院校、211工程院校的
美术类本科专业可在我省统考
的基础上进行校考，也可使用
我省统考成绩。

民办高校、独立学院的美
术类本科专业及所有在我省招
生的美术类高职（专科）专业均
使用我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成
绩，院校不再单独组织专业考
试。

据悉，为减轻考生负担，
2015年省外院校在我省进行艺
术类专业考试一律使用我省网

上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缴
费。考试2015年2月27日—3月
13日进行，不得提前或延后。

为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
试，我省将在济南、青岛、淄博、
潍坊四市设立省外院校艺术类
专业考点。各招生院校来我省
组织艺术类专业考试必须在我
省统一设置的考点进行，且每
个院校只能在我省选择一个考
点进行一次专业考试。

明年1月11日考试

25日后查成绩

按照日程安排，我省普通
高校招生美术类专业将于2015
年1月11日开考，上午8:30-11:

30造型基础，下午2:00-5:00色
彩基础。每科考试时间均为三
个小时，每科满分为 1 5 0分。
2015年1月25日后考生可通过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查
询成绩。

在志愿填报方式上，今年
将实行网上填报志愿。艺术本
科志愿设艺术本科提前批、艺
术本科一批。艺术高职（专科）
批设一个批次。

在投档录取上，艺术类本
科专业、高职（专科）美术类专
业及经批准进行了专业考试的
非美术类专业，实行文化成绩
与专业成绩相关联的投档办
法。关联不上专业成绩的考生，
一律不予投档。

艺艺术术类类考考试试明明年年11月月1111日日开开考考
我省发布艺考实施意见，省外院校也一律使用网上报名

距离2014年结束还有一个多月，2015年高考的战役即将打响。11月25日，山东省招生考
试院发布《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招生工作实施意见》，对2015年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
进行了相关说明。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通讯员 谢书波

家住济南南部山区的孙
某，由于家庭条件不好，30多岁
了还没娶上媳妇。去年经人介
绍认识了南方某偏远地区的女
子范某，双方在民政部门登记
结婚。但好景不长，短短半年时
间后，范某突然不辞而别，从此
再无音讯。

媳妇找不到了，孙某想解

除与范某的婚姻关系，以便重
新娶妻。日前他向历城区法院
起诉，要求撤销与范某的婚姻
登记。

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如何处
理？25日，济南市历城区法院行
政庭庭长王诗和透露，今年以
来，该院已经受理类似案件六
七起。王诗和表示，能否撤销婚
姻登记的关键因素是：女方的
身份是否存在造假。如果女方
在婚姻登记时身份是真实的，

即使像孙某说的那样“跑了”，
也只能按照一般的离婚程序进
行处理，就是打离婚官司，走民
事诉讼程序，通过公告的方式
向对方送达法律文书。

如果孙某有初步证据证明
妻子利用虚假身份进行婚姻登
记，就可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
婚姻登记。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
其妻子的身份是造假的，法院就
可以认定当初在婚姻登记时，
民政部门审查事实不清、程序

有瑕疵，直接撤销该婚姻登记。
王诗和介绍，通过户籍查

询，孙某最终发现范某的身份
证信息、姓名等均是造假的，历
城区法院行政庭因此为其立了
案。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范某身
份确实造假的情况下，历城法
院行政庭撤销了孙某和范某的
婚姻登记。法官对此提醒，切不
可因为急于成家，而忽略了解
对方的真实情况，以免落入别
人设计的陷阱。

媳媳妇妇跑跑了了，，能能和和她她解解除除婚婚姻姻关关系系吗吗
法院审理发现妻子身份造假，支持当事人解除婚姻的主张

明年春运火车票，现在就准备抢？是啊，现在政策和过去不一样了啊，亲，得早动手了！中铁总公司说
了：自12月1日起，铁路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由目前的20天逐步延长至60天，12月6日起维持60天。也就
是说明年春运抢票大战从此后就要打响了，如果您还用老黄历，可就晚了三秋了。所以啊，您现在就得抓
紧备备课，省得到时乱了方寸。

春节回家啥时候抢票最靠谱？行程有变如何退票改签？学生族务工族购票该如何行动？抢票如何出
奇制胜？且看小编一一支招。关注逸周末公众微信号(qiluyizhoumo),查看全部详细内容。点击逸周末微信
页面右上角头像,还可以查看历史消息哦!

济南读者顾先生递纸条：
油价都八连降了，为什么济南出
租车的价格只见涨不见落呢？

济南市客管中心工作人员
传答案：根据2010年《济南市市
区客运出租汽车运油、气价格
联动办法》，当油、气价格升降
幅度达到价格调整启动点时，
济南市物价部门就可采取加收
或取消燃料附加费、调整起步
价等方式调整出租车运价。

今年9月份，随着非居民用
管道天然气和车用天然气销售
价格上涨，气价累计上调幅度
超过15%，触动调价启动点，济
南市出租车起步价从8元上涨
至9元。但这次油价八连跌的背
景下，客管中心并未接到物价
部门调整出租车运价的通知，
主要原因在于济南出租车目前
基本已经实现“油改气”，对气
价更为敏感。也就是说济南的
出租车运价主要和气价联动，
虽然最近油价连续下降，但对
济南出租车运价影响不大。

本报记者 万兵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闪辞”、恶意跳槽、违约等个人职
场失信行为将被记录在案，供用
人单位网上查询。全国个人职场
诚信公共服务平台近日正式启
动，用人单位可通过此平台查阅
应聘人员的职场诚信信息。

全国个人职场诚信公共服
务平台是“全国个人诚信档案查询
网”新开通的职场诚信查询通道。
企业注册会员后，即可根据应聘者
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本人提供的
加密码查询应聘人员此前在其他
单位真实的工作表现，避免应聘者

“简历注水”蒙蔽企业，从而降低企
业用人风险。同时，企业也可为在
职员工建立职场诚信档案，以此种
方式约束并激励员工。

递纸条的方式现在有三种
了：拨打96706；将纸条内容及
个 人 联 系 方 式 发 送 到 邮 箱
qlzhitiao@163 .com；还可以给齐
鲁 晚 报 逸 周 末 官 方 微 信

（qiluyizhoumo）发信息:我要递
纸条+姓名+联系方式+纸条内
容。如果您的问题关注度足够
高 ,还可以得到百元奖金哦 !现
在 ,选择一种您习惯的方式 ,一
起递纸条挣奖金过好日子!

油价八连降了

的费咋未下调

纸条征集令

个人职场失信

将被记录在案

为您揭开事情的真相

本报资料片

想知道“逸
周末”最新内容，
扫一扫吧！

明年春运火车票，你知道该咋“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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