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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孔明明灯灯放放得得火火，，当当心心““飞飞来来横横火火””
公安部门：易引发火灾事故，明令禁止燃放

五级伤残军人

住院如何报销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信萌萌） 近日，商河

县许商街道办事处的刘先生给本
报“有事你说”打来热线，咨询商
河县民政部门对于五级伤残军人
住院治疗的报销费用问题，希望
相关部门能进行解答。

“我今年在东方男科医院住
院，花费的医疗费用怎么报销？”
许商街道办事处的刘先生说，因
自己是五级伤残军人，其中职工
医保报销了500多元，“我已经把
住院期间所有的原始单据都上交
了，不知道民政部门的报销是如
何规定的。”

商河县民政局优抚科张科长
说：“一至六级残疾军人住院时，
医疗费用需自己先垫付。”出院时
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医疗费用，
到医院相关科室打印费用明细清
单，复印病历首页和医嘱单，“以
上的手续需要交民政局优抚科汇
总后，再转到医保办进行报销。”

据张科长介绍，目前刘先生
的报销数目已经汇总完毕，民政
部门将按规定予以报销。根据住
院费用明细，其中只有药品、检
验、检查、治疗、服务设施等所花
的1137 . 10元是在统筹支付范围
之内。

根据报销比例，劳动局统筹
支付541 . 45元，刘先生个人自付
161 . 73元。其个人支付的161 . 73元
由民政局给予报销，再加上东方
男科医院属于二级医院，起付标
准为600元，因此民政局需统筹支
付761 . 73元。

花坛晒被子

冬青很“憋屈”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刘
慧） 近日，商河县几所学校陆续
迎来了开学日。在开学之际，学生
们纷纷抢地方晒被子。花坛、冬青
树苗都被“被子大军”占领。对于
这一现象，家长都觉得在植被上
晒被子太脏了，但学生却不怎么
在意。

近日，记者在商河县第二中
学远远看见，不远处的花坛里有
许多棉被平铺在植被之上，五颜
六色的。走近一看，才得知那是学
生的被子。除了花坛植被被覆盖
外，就连宿舍楼的窗户也挂起了
晾晒绳。

“学校虽然有晾晒被子的地
方，但数量太少了，每次等我们把
被子拿下去，那里都已经晒满了。”
住4号宿舍楼的一名女同学说，再
加上晾晒被子的地方正好在男生
宿舍的窗户前面，“去那里晒被子
会感觉很不好意思，就在自己宿
舍楼门前拉了一条绳子来晒。”

据该生介绍，虽说拉了一条
晾晒被子的绳索，但也就只能晒
三四床被子。有的学生还把被子
随便搭在门口的扶手上，等下课
回来后再把被子抱上去。晒的人
多，就占用了宿舍楼门前花坛里
面的植被了。

“我来送我家孩子上学，就看
到那些晒在花坛冬青上的被子
了。”一些家长说，冬青被风吹日
晒已经很脏，“被子又是贴身盖，
太不卫生了。另外，冬青让被子这
样压着，该有多憋屈啊，这不是破
坏植被嘛！”

但不少学生却不在意。“将被
子展开平铺在植被上，从早上太
阳升起到下午太阳落下，全天都
能晒到，比在绳子上晾晒还方
便。”一名女同学说，虽说有点脏，
抱回宿舍要盖的时候，把被子抖
擞抖擞就好了。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邢敏

多个摊位叫卖

一天售400个

近日，商河县龙桑大集上
人来人往，不少摊贩正在销售
孔明灯。有的小摊直接在地上
铺上布，将孔明灯放在地上销
售；卖杂货的小摊则将孔明灯
放在显眼的位置，更有甚者直
接拿着孔明灯沿街叫喊。围着
大集逛了一圈，卖孔明灯的摊
点就有七个，价格多为大的“十
元三个”，小的则为“十元四
个”，不少摊位前都出现了顾客
排队购买的情景。

一名摊主说：“摆摊两个小
时，卖了30个。”据估算，龙桑大
集上一共可以卖出400多个孔

明灯。他说：“今年大家购买热
情尤其高，卖得很火。”

不只是大集上，人民公园
附近的小摊贩也卖得很“火”。
正月十五晚上，中润时代广场
附近，也有四五个摊位在出售
孔明灯。一名摊主说：“今晚生
意很好，已经卖了100多个了。”

公园内半小时

放飞了三十盏

晚上，人民公园成了放飞
孔明灯最热闹的地方。市民张
先生和女朋友正准备放飞第二
个孔明灯。“女朋友喜欢，她觉
得两个人对着孔明灯祈福祝愿
挺浪漫的。”张先生说，为了安
全，他们特意在公园内避开树
枝及高压线燃放。

三十分钟的时间，记者粗

略数了一下，陆续放飞了三十
多盏孔明灯

郭先生大年三十的时候买
了五个孔明灯，结果只飞走了
三个，剩下的两个飞到不足三
米的地方就自燃了，落下来后
差点点燃了他家门口的杂草
堆。提起年前那一幕，他说：“我
以后再也不放了，已经和孩子
说了不准他们放。”

同样遇到这种情况的还有
李先生，李先生大年初二和孩
子们放了三个孔明灯，前两个
还好，第三个飞着飞着就落下
来了，正好挂在电线上，李先生
赶紧回家拿来竹竿把孔明灯挑
下来才算完事。李先生说：“要
是把电线点着了就麻烦了。”李
先生还提到，据他了解，一些镇
上都出现过因为放孔明灯造成
火灾的事故。

如酿成火灾

将构成“失火罪”

记者发现，不少孔明灯外
包装上只印有“安全阻燃型”,
并附有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但出产日期、生产厂家等信息
均无标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
品”。

商河县消防大队相关负责
人说，孔明灯升浮的高度有限，
极易和居民楼、电线相撞引起
火灾。如果因燃放孔明灯而引
起火灾事故，燃放者会因此构
成失火罪，是要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的。而早在2010年，济南市
公安局就已经明令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生产、储存、销售孔明
灯，并严禁在全市行政区域内
的任何场所燃放孔明灯。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刘
慧）近日，有市民给本报“有事
您说”打来热线反映，殷燕路由
于年久失修，坑洼不平，在造成
周边市民出行困难的同时，也
影响沿路村庄农产品的外运。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政协委员
也提出了“关于重修殷燕路的
提案”，建议重修殷燕路。据了
解，2015年殷巷镇将对殷燕路进
行重新修整。

近日，记者在殷燕路路庙
与车家连接的路段看到，该路
段路面有很多的坑洼不平之
处，填补路面的石头也已经露
了出来，车辆途经此处都得减
速慢行，小心翼翼。

村民路先生说，顺着殷燕
路往前走，前面的路况比这边
更差。“一天下来，我光走殷燕

路就得走个四五趟，上大棚，下
地干活，走个亲戚都得经过这
条路。”车家村的冯先生说，公
路变成土路不说，“晴天的时候
尘土飞扬，下雨天的时候就泥
泞不堪，没个好时候。”

据路先生介绍，下雨天，村
民不用下地干活，本想利用这
个时间去走个亲戚，但只要走
过殷燕路，穿的新衣服就会被
泥水或者泥巴弄脏。开车的新
手在下雨天也不敢轻易过殷燕
路，就害怕在某个路段，一不小
心陷在泥里开不出来。

据了解，殷巷镇韩庙村村
民都以种植蔬菜大棚为主，但
由于殷燕路年久失修，各种运
蔬菜的货车不愿进入，村民“卖
菜难”也成了问题。

为此，沿路村民就往该路

损坏严重处填补了很多的石头
和砖块，以解出行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殷燕路修建于
1998年，是殷巷镇至沙河乡（原
燕家乡）的交通枢纽。沿线涉及
殷巷镇孔新、夏家、路庙、高坊、
车家、马家、张泗湖、殷巷街及
沙河乡等部分村的2 . 7万群众。

由于殷燕路年久失修，路
面损坏率达80％以上，造成周
边村民出行困难，也影响了殷
巷镇经济发展。有政协委员建
议重修殷燕路。“建议殷燕路重
修后，殷巷镇可以路庙为中心
建设一处蔬菜批发市场，解决
菜农卖菜难的问题，从而带动
全镇大棚蔬菜种植面积的逐步
扩大。”同时记者在商河县两会
上了解到，2015年殷巷镇将对
殷燕路进行重新修整。

路路面面坑坑洼洼不不平平，，村村民民出出行行不不便便
殷巷镇今年将对殷燕路重新修整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刘
慧） 元宵节过后，商河县几所
高中迎来了开学日，记者走访
了商河县第二中学，发现在校
园里随处可见大堆的行李被整
整齐齐排放在一旁，而行李的
主人却不知道去哪儿了。民警
建议，学生应提高自身的安全
防范意识，不要过度依赖监控
电子设备。

3月6日14点左右，记者在
商河县第二中学发现，在校园

道路两旁的树木底下堆放了很
多的行李，但四周却没有学生
看管，在文化走廊里除了行李
箱与背包，还夹杂着一些生活
用品，四周都没有人看管。

记者询问了几名准备上课
的学生，他们也不知这些行李
是谁的。20多分钟后，才看到一
名学生前来拿行李。该学生介
绍，学校规定的开学时间是下
午4点到校，因住的地方离学校
比较远，所以上午八九点就到

了，“来的时候宿舍楼并没有开
门，为了不耽误时间，就先把行
李放在这里，然后我就去超市
买日用品了。”

行李放在这里，难道不怕
丢了吗？该学生称，当进入这个
校园时，就被校园各个角落的
监控监视起来了。“很多人都把
行李放在这里，只要把贵重的
东西带在身上就好了。”

商河县公安局民警王帅
说，学校安装的监控系统确实

可以起到一定的监控作用，但
监控设备并不是面面俱到的，
它只是一种监控手段，并不能
保证万无一失。“再加上今天又
是学校的开学日，除了学生、家
长以外，一些社会人员也可以
进入校园。”

因此，民警建议学生还是
要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
不能过于依赖监控电子设备，
学生们可将行李放在安全的地
方，并派专人看守，以免丢失。

开开学学日日，，行行李李在在学学校校人人却却不不见见了了
民警建议学生提高自身防范意识

近日，孔明灯迎来了销售
旺期，大集上七个小摊摆阵卖，
一天卖出了300多个。人民公园
里市民放飞热情高，半小时放
了三十多盏。调查发现，一半以
上的孔明灯属于三无产品，系
小作坊生产。据了解，如果因燃
放孔明灯而引起火灾事故，燃
放者将构成失火罪。而早在
2010年，济南市公安局就已经
明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
产、储存、销售孔明灯，并严禁
在全市行政区域内的任何场所
燃放孔明灯。

公园内一群人正在放飞
孔明灯。

本报记者 邢敏 摄

坑洼不平的殷燕路。
本报记者 刘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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