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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跑社区

本报泰安1月8日讯 (记者
路伟) 7日，本报以《妈妈10年献
血 孩子重病盼援手》为题，报道
自2003年起，坚持无偿献血的泰
安市民王娜8个月大的孩子查出
有先天性心脏病，急需救命钱的
消息。8日，好消息传来，泰安市妇
幼保健院(市儿童医院)决定免费
给孩子治疗。

8日下午，记者在医院见到抱
着孩子做检查的王娜和丈夫马文
东。孩子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在妈
妈怀里不住地哭，和同龄孩子相
比，他的哭声显得很小。

“这孩子一出生呼吸就不
太好，有时候憋得脸通红。”王
娜说，出生后不久，孩子在医院
新生儿科住了118天，回家后还
经常出现休克状况，“一看孩子
憋得喘不上气，我们就赶紧拍
一下。”王娜说，孩子出生时仅2

斤6两重，如今8个月大，也不过
十三四斤。

看着孩子天天憋得难受，王
娜心里很难受，“这么小就这么受
罪，大人看着太心疼了。”王娜说，

曾经有不少人劝她放弃这个孩
子，但是她一直舍不得，一定要把
孩子治好是王娜和马文东现在的
信念。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
医院)副院长张爱华看到本报报
道后，医院开会商讨救助这个孩
子，并及时联系到孩子父母。

张爱华和其他医生对孩子
进行检查，“从检查结果来看，这
个孩子是三房心，心房有隔膜，
心室缺损达7个多点，肺静脉有
没有异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张

爱华说，孩子现在呼吸困难，主
要是因为肺渗出严重，如果及时
进行手术的话，他能像正常孩子
一样生活。

由于孩子肺部感染严重，张
爱华介绍，要进行手术的话，首先
要改善肺动脉高压，才能降低手
术风险。“考虑到这孩子家庭比较
贫困，我们医院决定给孩子提供
免费治疗。”张爱华说。

7日晚上，王娜表示，近日将
带着孩子到市妇幼保健院准备接
受手术。

“爱心妈妈”8个月大宝宝查出重病，市妇幼保健院伸援手———

我我们们愿愿给给这这孩孩子子免免费费治治疗疗

本报泰安1月8日讯(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孙守泉)

宁阳一个体佳肴业户用工
业松香加工佳肴销售，堽城派
出所2013年10月将嫌疑人刑
拘。2014年1月7日，法院对其判
决有期徒刑6个月。

2013年10月29日，堽城派
出所民警在进行食品安全检
查时发现，一个体佳肴业户
用工业松香加工猪头、猪蹄
等，当即予以查封收缴。并于
当天对嫌疑人刑事拘留。犯
罪嫌疑人交代，加工猪下货
清除猪毛费时费力。2012年，
他听说用工业松香加工能彻
底清除，但工业松香加工的
肉制品对人体有害。该业户

为节省成本还是买来工业松
香偷偷在家加工，并向群众
销售有毒肉制品。

2014年1月7日，该业户犯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被宁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受到应有
的惩罚。民警介绍，公安机关
将进一步加大排查食品安全
隐患和涉食品犯罪案件的侦
破力度。

据了解，工业松香含有
铅等重金属和有毒化合物，
在高温的作用下，会进入禽
畜肉类扩张的毛孔内，人食
用后会严重损害人体的肝脏
和肾脏。

用工业松香煺猪毛

宁阳一男子获刑6个月

本报泰安1月8日讯 2014

年元旦，恒基·东尚首批房源
正式拉开交房序幕，迎来首批
业主的检验。

为给业主提供全面服务，
此次集中交房从1日到3日分
批次进行。交房首日，由于元
旦假期的原因，交房现场热闹
非凡。为保证顺利交房，销售、
施工、监理、建设单位、材料供
应商、物业公司等各个部门积
极配合，全力以赴做好交房工
作。在交房服务中心，前来办
理入住手续的业主络绎不绝。

2日一大早，业主王先生
就来到了恒基·东尚小区，资
料审核、财务缴费、签订物业
协议、领取钥匙、验收房屋一
系列的流程下来，流程顺畅，
服务周到，王先生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整个交房过程

非常顺利，终于拿到属于自己
房子的钥匙了！”随后，记者随
他一同到新家进行验房，在仔
细查看了房间的各个部分后，
王先生对房子的质量特别满
意，尤其是对于房子的送装修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恒
基·东尚通过标准化、专业化、
品牌化装修，既免去了业主自
行装修的盲目与繁杂，同时为
业主留有个人发挥余地，非常
具有人性化。

据了解，此次恒基·东尚交
房的为1#、2#、3#、4#、6#、8#、11
#共350余户，5#、7#、9#、10#预计
将于2014年6月底交房。目前项
目所剩房源不多，为回馈广大
业主的支持，项目推出“以老带
新”活动，凡老业主介绍新客户
并成交的，老业主可获赠1000元
的一卡通一张。

恒基·东尚一期交房

350余户业主迎新居

本报泰安1月8日讯 (记者
赵兴超 ) 7日，市民张先生在邮
储银行青年路支行办业务时，
忙着填单子把装有现金和重要
单据、银行卡的钱包落在柜台。
工作人员看到后赶紧收起来，
张先生返回后归还。银行工作
人员提醒，年底到银行办业务
时，不少市民忙得“丢三落四”，
一定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多亏了银行工作人员帮
忙，不然还不知道得带来多少
麻烦呢。”8日，泰山区市民张先
生说，一想起昨天粗心落下钱
包的事，就得感谢邮储银行青
年路支行的工作人员。

张先生说，7日下午，他到该
网点办理业务。因为网店里人比

较多，张先生就在工作人员的指
引下，先在填单台填写单据。“当
时光想着赶紧办业务了，把包落
在了填单台上。”张先生说。

张 先 生 拿 着 单 子 办 完 业
务，又急匆匆出门去办其他事，
把钱包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
大堂经理王婷婷在填单台上看
到钱包后，在大堂里问了正在
排队的二十几个客户，都没找
到失主。“失主应该会回来找，
我们打算先等等，如果到了晚
上还没回来，就通过钱包里的
信息联系他。”网点销售主管安
英说。

就 在 银 行 快 到 下 班 时 间
时，张先生跑进大厅，着急询问
有没有看到一个钱包。在仔细

描述了钱包和里面的东西后，
工作人员把钱包奉还，张先生
一个劲说谢谢。张先生说，钱包
里没多少现金，但有单位重要
的单据和他所有的银行卡、身
份证等重要物件，万一丢了得
增加不少麻烦。

临近年底，到银行办业务
的市民增多，匆忙中“丢三落
四”就成了银行里常见的情况。
邮储银行青年路支行销售主管
安英说，每到年底经常有市民
把钥匙、身份证、银行卡、手机
等随身物品落在银行，多数都
是因为事太多太忙乱。有时一
天能捡到三四件东西，工作人
员都及时保管。同时提醒市民，
外出时留意自己的随身物品。

办办完完业业务务就就走走钱钱包包落落柜柜台台
银行代保管，很快等回失主

本报泰安1月8日讯(记者
赵兴超) 惠普家园西区1号楼
前总共能停9辆车的空地上，长
期被三辆“僵尸车”占去一小
半，其他居民的车，只能停到别
处。7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
示，已向相关住户下发通知书，
责令5天内清理，否则将由物业
处理。

“我们楼下只能停九辆车的
车位，让三辆‘僵尸车’占了不
少。一停就是好几个月，到现在
也没人理没人问。”7日，家在惠
普家园西区1号楼住的李先生
说，楼后停车位上的“僵尸车”，
让整座楼的不少住户心烦。

7日上午，在李先生所说的
地方，记者看到这三辆“僵尸
车”。在最西侧车位上是一辆红
色昌河面包车，车身铁皮已经
锈蚀严重，四个车轮都没了气。
面包车的右前轮，通过两个链
条锁和一辆破旧三轮车锁在一
起。这辆三轮车很长时间没动
的样子，横在空地上，占据了一
个车位。紧邻三轮车的是一辆
红色桑塔纳轿车，四个车轮瘪
了三个，车身落了厚厚一层尘

土，也已经很久没开动。隔着三
个车位，还有一辆破旧的银色
面包车，车轮几乎没气。

1号楼居民说，这三辆汽车
和一辆三轮车已经停了很长时
间，也不知道是谁放在车位上
的，“本来车位就不多，多占了
三四个车位，晚上总有住户的
车得放到小区主路上去”。三辆
汽车中有两辆车车牌已经被摘
掉，只有银色面包车还挂着车
牌。其中，红色面包车车内用不
透明塑料布挡住了车窗，车内
好像放着东西。小区保安人员
说，他们也不知道这几辆车是
什么时候放在楼后的，也曾有
住户反映过。

“公用的车位怎么当私家
的呢？还是自觉一点吧。”1号楼
1单元一位居民说，碍于邻居面
子，大家只是私下说一说，但住
户们还是想把这些车清走。

小区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这几天已经向乱停

“僵尸车”的住户下发了清理通
知，限期5天内主动挪走，否则
物业将采取措施，给其他住户
一个交代。

99个个公公共共停停车车位位
停停着着33辆辆““僵僵尸尸车车””

医生在为孩子做检查。 本报记者 路伟 摄

恒基·东尚竖起彩虹门欢迎业主。

“僵尸车”和一辆三轮车锁在一
起。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本报泰安1月8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于龙飞) 7

日上午7时许，一女士在时代
佳苑南门附近捡到一个钱包。
里面有3000多现金，卡证若干。
该女士委托民警将钱包交还
失主，没有留下姓名。

7日早上7点半左右，泰山
区公安分局三里派出所接报
警称，有人在时代佳苑南门附
近捡到一个钱包，正在现场等
候民警前来处置。随后，值班
民警赶往现场。

在时代佳苑南门附近，民
警找到报警人。捡到钱包的女
子正推着电动车，等着失主或
民警赶来。该女士称，她刚骑
车从小区出来，一低头发现地
上有个钱包，里面有不少钱和
银行卡。“交给你们我也就放
心了，估计这会失主都急坏
了，麻烦你们帮忙联系一下，

尽快还给失主。”该女士说完，
准备骑电动车离开。

民警介绍，当时他想留下
报警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我上班快迟到了，姓名和联
系方式就不留了，也不是啥大
事，别人捡了也会归还。”该女
士一边说，一边骑车离开。

随后，民警检查钱包发
现，钱包里有3000多元现金，身
份证1张，超市购物卡3张，银
行卡若干。通过公安内部办公
系统，联系上失主吕先生。

吕先生称，6日晚他与朋
友在时代佳苑附近吃饭，回到
家时发现钱包不见了。“当时
以为丢到饭店，也有可能丢到
回家的路上，没寻思能找回
来。”吕先生说，身份证、银行
卡挂失比较麻烦，耽误很多
事。“非常感谢那位女士，如果
能找到她，我得当面重谢她。”

捡到钱包交警察

热心女子不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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