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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过敏发高烧 家长老师各有说法
“ 7 日 把 孩 子 送 进 幼 儿

园，1 2日老师打电话告诉我
说孩子嘴角出现溃烂，但情
况不是很严重，我可以不用过
去，只要知道这个情况就行
了。所以我就拜托老师照顾好
孩子，接着老师就说会给孩子
涂点红霉素眼膏。1 5日的时
候，再次接到老师电话，告诉
我说孩子嘴角烂的情况比较

严重了。”小菲的妈妈介绍说。
小菲的妈妈坦言，接到电

话当天下午她就赶到了学校，
看到孩子面部已经出现浮肿，
除了面部嘴角溃烂以外还发
了高烧，当时心疼地抱着孩子
就哭了，询问后得知老师并不
知道孩子发烧，更不知道孩子
发烧几天了。随后，就赶紧带
着孩子到学校门口的诊所，一

量体温39度，就赶紧给孩子打
了针。之后四天因治疗未见
效，诊所医生建议家长带孩子
到大医院检查。经薛城区人民
医院医生诊断，孩子患有过敏
性皮炎。除了饮食上忌口以
外，尽量给孩子一个干燥通风
的居住环境。

而对此，小菲的班主任
则表示，7日孩子入园时，嘴

角就有上火现象，后来溃烂
严重后，自己曾多次给家长
打过电话，家长当时也已经
知道了这个情况，但直到 1 7

日左右才到学校。当时问到
事情发生的具体情况，幼儿
园 的 一 位 赵 老 师 也 只 是 表
示，具体情况也已向教育局
进行了书面汇报，其他的方
面自己也不是很了解。

怕怕照照顾顾不不好好 幼幼儿儿园园劝劝退退女女娃娃
孩子母亲称孩子接走时发高烧；何时染病，学校家长各执一词

5岁的小菲 (化名 )在
枣庄市高新区现代幼儿
园读大班，11月初，小菲
面部和身上多处出现溃
烂，经医生诊断小菲患有
过敏性皮炎和病毒性感
染，病因则主要是由于所
居住环境潮湿和饮食不
卫生有关。就在治疗期
间，11月30日，小菲妈妈
却接到学校老师发来的
短信，通知称学校怕照顾
不好孩子，下月将不再接
收孩子入园，请家长提前
再选幼儿园。

文/片 本报记者 贾晓雪 韩微

孩子还在治疗学校短消息通知劝退
“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

再加上想给孩子一个良好的
学习环境，所以选择了这所全
托性质的私立幼儿园。每个月
要向学校交上千元的费用，没
想到花了大价钱还让孩子在
学校遭了罪。”小菲爸爸自责
地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小
菲所在的幼儿园属于全托性

质，除了有固定的家长探视日
外，一个月到头只有六七天的
大休，也就是说，孩子基本上
是吃住都在幼儿园。

而具体孩子到底是什么
时候开始染上病，学校和家长
也是各执一词。但考虑到孩子
的确是在学校里情况严重，小
菲妈妈还是想找学校要个说
法，在和学校方面进行商讨

后，学校便派出了两位老师跟
随到陶庄矿务局医院再做检
查，确诊孩子主要是由于病毒
性感染和细菌性感染导致的
皮肤溃烂。据小菲妈妈介绍，
小菲曾经讲过自己在学校尿
床之后，老师都是天亮才给换
被褥，自己只能在湿着的床铺
上睡一整晚。

而就在小菲恢复期间，学

校却给小菲妈妈发来短信称
“小菲妈妈你好，接学校通知，
怕照顾不好幼儿，下月不再接
收孩子入园，请家长提前再选
幼儿园。”之后小菲妈妈就再
也没能和学校方面取得联系。
现今，小菲只能在家和妈妈在
一起，至于以后的上学安排，
小菲妈妈表示，孩子养好再
说。

发发情情牧牧羊羊犬犬““诱诱””走走小小泰泰迪迪
泰迪犬被一好心阿姨收留照顾，并顺利回家

本报枣庄12月2日讯(记者
袁鹏 ) 市中区孙女士养的

宠物泰迪犬 1 1月 2 9日早晨自
己跑丢了，监控录像上显示泰
迪犬是跟一名牵大狗的男子
走了，孙女士一家人展开了焦
急的寻找。在众多好心人的帮
助下，1 2月 2日早上终于将泰
迪犬找回，原来走失的泰迪犬
被一位阿姨收留，一直被照顾
得很好。

1 1月 2 9日早上孙女士像

往常一样带着泰迪犬出门到
龙头市场南门附近散步，结果
一会儿没看见就找不到泰迪犬
了，久等不来孙女士就着急了，
开始沿街查看店铺的监控视
频。

在监控视频中，有一名男
士牵着一只边境牧羊犬遛狗，
孙女士的泰迪犬就跟在牧羊犬
的后面一直从龙头路跟到了振
兴路。后来，孙女士就根据大家
的消息找到了那名男士，对方

表示自己家饲养的这只雌性牧
羊犬正处于发情期，11月29日
那一天确实遛狗回来的时候发
现有一只泰迪犬跟着。但是泰
迪犬并没有跟进门来，而是自
己看看了后跑开了。

线索又断了，孙女士很是
焦急，1 2月 1日又传来消息说
一位常去立新小区遛狗的阿
姨收留了一只走丢的泰迪犬，
正在四处寻找失主。得知了这
一消息，12月2日早上6点孙女

士就来到了立新小区。
原来，那位阿姨在街上发

现了孙女士的泰迪犬，一看就
知道是走丢的宠物犬就带回
了家收留，并发动遛狗时认识
的朋友一起寻找失主。那位阿
姨对这只小泰迪非常好，为它
洗了衣服。孙女士告诉记者在
自己找狗的过程中得到了很
多好心人的帮助非常感动，也
希望通过本报的报道表达自
己的感激之情。

实实体体店店未未发发现现““童童颜颜神神器器””在在售售
市中区药监人员提醒：不要盲目相信洋货

本报枣庄12月2日讯(通讯
员 邱兆刚 记者 赵艳虹 )

近日，一款名为“童颜神器”
的化妆品遭到了媒体的曝光，
该产品自称泰国原装进口，实
际上却是三无的假洋牌。而11

月 2 7日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管
分局接到群众举报青檀路八
大批发城有人销售“三无”化

妆品“童颜神器”，随后执法人
员对该处二楼化妆品经营区
的 2 0余家经营业户进行了突
击检查。

央视记者调查证实，化妆
品“童颜神器”经过确认，属于
三无产品。经过工作人员突击
检查，在二楼20多家化妆品经
营区未发现实物，仅在一家名

为“潮品社”店铺前发现贴有
“童颜神器”的宣传画，执法人
员重点对该店进行了检查和
询问，店主称一个月前曾销售
过名为“童颜神器”的化妆品，
卖完后没再购入。执法人员责
令店主撕下相关宣传画，禁止
销售该化妆品。

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管分

局提醒消费者，很多化妆品打
着“代购”、“进口”的幌子，实
际上属于假冒的“洋品牌”。在
购买化妆品时，一定要查看产
品的生产厂家、厂家地址、生
产日期和批准文号等重要信
息。如果发现可疑产品，可以
拨打免费电话12331进行举报
投诉。

小菲妈妈收到的学校劝退通知。 本报记者 韩微 摄

拿起热线
你问我答

关键词：涵洞没灯
李先生：市中区枣临铁路解放

北路涵洞建成之后，一直没有安装
明显的反光标志，除此之外也没有
安装路灯照明，这样不仅给夜间开
车司机及出行的市民造成不便，更
重要的是给许多夜行的车辆带来
了不必要的安全隐患。

记者咨询：对于解放北路涵洞
没有照明灯的问题，市中区人民政
府及市中区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他们已将该问题交接给市政
工程管理处路灯所，将尽快安装照
明灯，保证市民安全出行。

关键词：保险
章女士：听说市中区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纳了，每人每
年多少钱呀，老年人缴费方面和我
们有什么区别，缴费什么时间截
止。

记者咨询：马宅子社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表示，今年缴费一直持续
到12月20日，根据相关政策，一般城
镇居民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50元，
老年(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城镇
居民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80元，少
年儿童、中小学阶段学生、高校在
校学生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20元 ,

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参加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不缴纳基本医疗
保险费。

本报记者 李婷婷

杏坛广场篮球场
预计12月底可用

本报枣庄12月2日讯(记者 甘
倩茹 通讯员 刘恒楠 邱宇 )

滕州杏坛广场的体育设施建设情况
一直为市民所关注，色彩鲜明的塑
胶篮球场地目前正在紧张施工中。

目前，橙色的场地地面已经摊
铺完毕、4米高的篮球场围网正在焊
接。承建方山东联迪集团公司人员
介绍，这种室外用塑胶篮球场具有
平整度好、抗压强度高、硬度弹性适
当、物理性能稳定的特性，有利于市
民合理运动，降低摔伤率，具有一定
的抗紫外线能力和耐老化力，是国
际上公认的最佳全天候室内外运动
场地坪材料。

考虑到此公共篮球场将免费对
外开放且使用率高，篮球场按照28

米乘15米的国际标准打造，采用3层
塑胶铺设，加上缓冲区，整个面积约
1860平方米。外围采用笼式设计，球
场周围立起高约四米、长度200余米
的围栏，可以有效防止在运动活动
中篮球“出界”伤人现象的发生，也
有利于球场的管理和维护。在场地
周围还特别配置了树池坐凳，栽植
瓜子黄杨、国槐、银杏等树木，供球
迷打球时乘凉、休息，充分体现了人
性化设计理念。杏坛广场三块塑胶
篮球场地铺设已全部完成，着手安
装器材，其余健身场广场、门球场等
健身场所也正在加紧施工中，预计
12月底即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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