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称生
产企业

标称生产企
业地址

被采样
单位
被采样单
位地址

标称样
品名称

包装
规格

批号/生
产日期/
限用日期

检验
机构
不合格项目//检验结果//标准值

南京巴黎贝
丽丝香水有
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
经济技术开
发区董村路
39号

泰安市泰山
区紫水晶化
妆品店

东岳大街
77号

桃花盛
开香水

30ml 3XS107

淄博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邻苯二甲酸
双（2-乙基己基）酯//55（μg/g）//
不得检出

深圳市
三浦天
然化妆
品有限
公司

深圳市宝安
区西乡航城
工业区展丰
工业园B2栋
东座第4、5层

山东泰
山新合
作商贸
连锁有
限公司
生活广
场

山东省泰
安市肥城
市长山街
040号

安亲安
贝宝宝
特润洗
沐二合
一

180g 16051603

山东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同时检出甲基氯异噻唑啉酮和甲基
异噻唑啉酮,且甲基异噻唑啉酮含
量大于甲基氯异噻唑啉酮║甲基氯
异噻唑啉酮和甲基异噻唑啉酮与氯
化镁及硝酸镁的混合物（甲基氯异
噻唑啉酮：甲基异噻唑啉酮为3:1）
不能和甲基异噻唑啉酮同时使用

山东九
鑫日用
化工有
限公司

山东省东平
县民营工业
园区

山东九
鑫日用
化工有
限公司

山东省东
平县民营
工业园区

满婷沐
浴乳

500ml SD061601

山东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甲基氯异噻唑啉酮和甲基异噻唑啉
酮与氯化镁及硝酸镁的混合物（甲
基氯异噻唑啉酮：甲基异噻唑啉酮
为3:1）║0.0029%║≤0.0015%

山东九
鑫日用
化工有
限公司

山东省东平
县民营工业
园区

山东九
鑫日用
化工有
限公司

山东省东
平县民营
工业园区

满婷植
物洗发
露

750ml SD061901

山东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甲基氯异噻唑啉酮和甲基异噻唑啉
酮与氯化镁及硝酸镁的混合物（甲
基氯异噻唑啉酮：甲基异噻唑啉酮
为3:1）║0.0029%║≤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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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安安44批批次次化化妆妆品品抽抽检检不不合合格格
泰山区紫水晶、泰山新合作等商家被曝光！

本报泰安1月3日讯 (记
者 张泽文 ) 近日，山东
省食药监局发布化妆品监
督抽检产品信息通告，共抽
检产品112批次，不合格化
妆品15批次，其中涉及泰安
四批次产品不合格。

本次抽检产品 1 1 2批
次，主要为面膜类、口唇类、
洗浴类、香水类等化妆品，
检验项目主要为糖皮质激
素、防腐剂、邻苯二甲酸酯
类塑化剂、挥发性有机溶剂
等，检验依据为《化妆品安
全技术规范》( 2 0 1 5年版 )
等，不合格化妆品15批次，
不合格项目为邻苯二甲酸
二异辛酯(邻苯二甲酸双(2
-乙基己基)酯)、甲基氯异

噻唑啉酮和甲基异噻唑啉
酮与氯化镁及硝酸镁的混
合物等。

对不合格产品，省食品
药品监管局已要求相关市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规定
进行核查处置工作，并及时
发布核查处置信息。

由泰安抽检出不合格
产品共计4批次，分别是：泰
山区紫水晶化妆品店抽检
出的桃花盛开香水；泰山新
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生
活广场抽检出的安亲安贝
宝宝特润洗沐二合一；山东
九鑫日用化工有限公司抽
检出的满婷沐浴乳；山东九
鑫日用化工有限公司抽检
出的满婷植物洗发露。

文文庙庙街街道道治治安安治治理理
让让群群众众平平安安过过冬冬

本报泰安1月3日讯(见习记者 王
坤) 1月2日晚，有网友反映，在岱宗大
街与虎山路交界处有一处下水井损坏，
污水流得到处都是。如今进入冬季，夜
间气温较低，如果溢出的污水结冰，极
易产生道路安全隐患。

当晚20时左右，记者在该处发现，
岱宗大街与虎山路交界处的十字路口
已经淌满了污水，污水顺着岱宗大街由
西向东流淌着，行驶在岱宗大街上来回
的车辆溅起了不少污水，过往的行人只
能绕过污水区域通过。环卫工人通过向
路面撒盐的方式，对结冰的路面进行处
理。

在位于岱宗大街与虎山路交界的
西北方十余米处，有污水不断地从一下
水井冒出，旁边有一维修工人正拿着工
具疏通下水道。“这里的下水管道改造
过一次，之前没问题。前段时间这个下
水道坏过一次，就是我过来疏通的”，维

修工人向记者介绍，这次比上次堵得严
重，他可能修不了，还要请疏通车过来
帮忙。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在位于冒污

水的下水井北侧五米处还有一个下水
井，井盖已经被打开，下水周围都是破
旧的塑料袋和污泥。

当晚20时05分左右，一辆下水道管
道疏通车停靠在冒污水的下水道旁边，
两名维修工人迅速从疏通车上下来，将
下水道疏通管插入南侧的下水井，很快
污水停止了向外流，随后维修工人将井
盖恢复原位。20时10分左右，疏通车离
开了现场。

在岱宗大街上，污水已经顺着马路
流到了齐鲁银座的西侧，购物的市民一
出门就闻到了污水臭味，有两名环卫工
人正在马路上撒盐，“晚上天气冷，有的
地方已经开始结冰，撒上盐之后就好多
了”，

截止到3日9时左右，路面上基本没
有污水的痕迹。正在打扫路面卫生的环
卫工人向记者介绍，“凌晨的5点左右时
候，有的地方已经结冰，我们通过撒盐、
用铁锹铲的方式，将冰破碎，7点左右路
面上已经没有结冰的现象了，没有影响
到交通。”

岱岱宗宗大大街街污污水水井井大大量量外外溢溢，，夜夜晚晚极极易易结结冰冰存存隐隐患患
环卫及时处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失而复得，是一种复得，更是一种
升华、一种超越！

——— 题记
六年前的春天，花开正艳，草绿得

发亮，阳光很是温暖，梦境似的白云衬
得天空像电脑屏保那样的蓝。我时而
仰了头，闭了眼，让阳光热敷我的脸，
时而指着一丛植物，问爸爸它们的名
字，再追问它们的科、属。冷不丁从脚
下蹿过一只小动物，吓得我又叫又跳，
等那小东西就要跑远了，我倒好奇地
追上几步要看它的身影了……这是在
我初学《生物》的一个周末，终于缠着
爸爸来到了城郊原野上的一幕。这一
幕，扎根在了我的梦里。我知道，在海
子的诗里，叫作“春暖花开”。

醒来，已是两天后。我在哪儿？浑
身僵硬酸痛，动弹不得。爸爸妈妈呢？
这时，我的手被握住，是爸爸，爸爸的
手在抖。妈妈呢？听到了，她好像在哭，
隐忍着的那种抽泣。怎么黑黑的？我是
又在夜里发高烧，而且烧得很厉害？不
对，妈妈，我怎么看不见了？我终于发
出了哭喊！

这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所
赐，我被推向噩梦的深渊。

知道了真相，有些惊恐，有些麻
木，甚而有些乖巧。我强忍着内心的剧
痛，不想加给受了天大委屈——— 父母
的伟大在于永远的自责——— 后的父母
更大的痛。病房里的我，每天都在问自
己，你今天笑了吗？

三个月后，我出院了，转到盲校上
学。我告诉爸爸妈妈，我能行。我多希
望被我的病痛折磨地没了气力的他

们，能尽快恢复朝九晚五的生活。但困
难，来得也太猛烈了！在盲校的每一
天，就像有刀一次次地从我胸口插入
又拔出。我成了盲人！我是个盲人！我
成了瞎子！从心底发出的怒吼与强调，
一次比一次猛烈地重击我。我的脾气
愈发暴躁，上课时突然掀翻桌子，吃饭
时常气愤地将盘子打碎，睡觉时用头
怦怦地撞床。

爸爸给我办了退学。从此，我就真
真正正地成了吃货与宅女。我开始发
胖，体重一发不可收拾。我开始怀疑自
己，怀疑人生，质问自己还有没有继续
活着的必要？这时候，或许在我的生命
里，还有一线善良的烛光没有完全媳
灭。我开始想，可是如果我死了，那不
把爸爸妈妈也害死了么？我太了解他
们了，他们一定会。国家二胎政策放开
了，可他们坚决不再要，我知道他们要
全心全意爱我，不想再造出个小东西
来与我分享他们的爱，这是我能理解
到的天底下最该原谅的自私，而我，恰
恰是这种“自私”的沐浴者。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忽然想
起了这本书。我给妈妈撒娇似的央求，
妈妈，您读给我听吧？对了妈妈，还有
史铁生的《病隙随笔》，您也帮我买一
本吧。我又央求爸爸，我要一部新手
机，您帮我把“懒人听书”和“喜马拉
雅”下载下来，我要做个听书的“懒
人”！在我提出这些要求后，爸爸妈妈
先是沉默，继而发现新大陆一般地近
乎尖叫着答应。

又是一个春天，窗户透来太阳的
暖。父亲突然建议去爬泰山！母亲迅速

表示反对，理由是孩子怎么受得了？直
到最后我说“好”，母亲的声音就断在
那儿，静默得可以读秒。还是爸爸首先
打破沉默，夸耀自己的建议全票通过！
这时候，妈妈已经开始翻箱倒柜地收
拾起来了。

家离泰山不远，从小到大已经爬过
多次，但这次，太大的不同。小时候累了，
爸爸可以背着，如今胖得如此这般了，怎
么忍心爬上爸爸的背？一路上，爸爸妈妈
轮流搀着我，轮流背包，轮流给我供吃供
喝，在预计的四个小时里，我们竟然就真
的到达了山顶。立于泰山极顶，我面朝心
中的泰山云海，想像记忆里的“春暖花
开”，顿觉“荡胸生层云”，顿生心灵放飞
之感。这一刻，我似乎感受到了来自天空
的力量，这种力量顺着我伸出的双手导
向了我的全身——— 有什么事比登上泰山
还要艰难？

那一天便是我六年来最兴奋的一
天。从那天起，我开始更焕发了生机，
由对爸爸妈妈的怜惜、悲悯，转而成为
对自己更高层次的生命完成的渴望，
而且还有父母的慰藉与荣耀。我开始
走出家门，走出我的内心，甚至我开始
做起了作家的梦。

命运真像个顽皮又熬人的小丑，
有时让人黯然神伤，有时让人忍俊不
禁，有时又会让人惊喜万分！一个我正
听杨绛奶奶的《我们仨》的日子，爸爸
突然冲过来说，闺女，你的眼能治了！

当眼前的纱布慢慢拆去，尽管大夫
再三让我不要急着睁大眼睛，要慢慢适
应，但我还是扑到爸爸妈妈怀里，迷着眼
盯看他们六年未见苍老了许多的脸。

梦梦 想想 花花 开开
东平县高级中学 展一帆

本报泰安1月3日讯(记者 赵发宁
通讯员 张琪) 为确保岁末年初全

街道社会治安大局稳定，文庙街道在全
街道开展冬春季治安综合治理“铁拳”行
动，坚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严打违法
行为，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28日早七点，街道召开冬春季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铁拳”行动部署会，安排
部署行动实施方案。会上要求要坚持源
头预防，做好预警防范工作，发挥管理
区、村居等基层组织单位人熟、地熟、情
况熟的优势，发现不稳定苗头时及时做
好疏导化解工作。面对当前电信诈骗多
发的现象，派出所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
打击诈骗活动，保护群众财产安全，并且
宣传部门要通过各种渠道开展防范电信
诈骗宣传工作，筑牢防范电信诈骗防线。
会上还指出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
单位主体责任，坚持从源头预防，扎实做
好重点管控工作，严厉打击多发性侵财
犯罪，全力治理城市秩序。

为开展好此次行动，文庙街道积极
行动，深化重点问题治理，全力做好风险
隐患排查工作，对重点部位进行重点防
范。白天巡查，夜间巡逻，完善视频巡逻
和实兵巡逻互动衔接机制，推动“天网工
程”向社区、村居延伸，切实提高主动发
现和控制犯罪的能力。街道还建立了风
险隐患排查长效机制，要求各村居加大
对四类风险的排查力度，明确责任人、措
施要求和整改时限。对大案要案，派出所
将集中警力优势，统筹各类侦查资源，快
速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嫌疑人，消除
社会不良影响，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维修人员正在对下水井进行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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