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洋溢着爱和关怀的有声读物，为又一个女

孩带去了光明。5月 17日，本报刊发《声声朗

读带来丝丝光明》一文，报道了浦东外国语学

校高三学生赵安琪和同学们录制有声读物送

给盲童学校的故事。如今，通过微博牵线，又

一名五年级的失明女孩，收到了赵安琪“爱的

礼物”。

上周二，发布了赵安琪为盲童录制有声读

物这条微博的“浦东微感动”编辑部，突然收到

一条来自 9岁盲童吴怡铮家长的私信，询问哪

里可以听到这些有声读物。于是，他们赶紧联

系上了赵安琪，并和赵安琪一起，于第二天就

把录有有声读物的CD送到了吴怡铮家里。

吴怡铮今年 9 岁，是上海盲校的一名学

生。由于是一名早产儿，她出生时体重不到 3
斤，不得不在医院的暖箱里住了 52天。没想

到，女孩因为吸氧时间过长导致双眼视网膜脱

落。尽管铮铮的爸爸妈妈费尽了心力，却也只

能无奈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并一直坚持帮助

铮铮用各种方式融入到社会中来。

吴怡铮尽管不能通过眼睛来看到身边的

一切，但是她能透过声音感知这个世界。尤其

是她在音乐上的天赋，经过她不断地聆听、不

断地练习歌唱后，终于进入了沪上最为知名的

小荧星艺术团。她也是艺术团迄今为止接收

的唯一一个身有残疾的孩子。因此，当铮铮的

爸爸妈妈看到有人为盲童录制有声读物的报

道后，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编辑部询问，想

让铮铮听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由于时间比

较紧，也不知道铮铮喜欢什么，赵安琪和老师

按照铮铮的年龄段，精心挑选了一张录有安房

直子的故事集、《天蓝色的彼岸》以及其他一些

名著的CD。

赵安琪上门时，吴怡铮有些发烧，白净的

脸颊上略有病容，声音也有些沙哑，但是听到

姐姐送来了有声童话，脸上还是露出了微笑。

赵安琪也告诉记者，今后她愿意继续录制有声

读物，为盲童送上自己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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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拟命名2011年度“上海市生态镇”的公示
为体现公开、公正的原则，鼓励公众积

极参与并监督生态创建工作，督促创建单

位持续改进、巩固提高，现对拟命名2011年

度“上海市生态镇”（名单附后）予以公示：

一、公示时间：2012年6月4日—6月10日
二、公示期间，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区

环保局）接受有关拟命名单位环境质量状

况、环境保护工作等的来信、来访和来电。

市环保局举报联系方式：
电话：23111111转市环保局水处

传真：63555905

通讯地址：上海市大沽路 100号（市政

大厦）1209室（邮编：200003）
电子邮件：panl@sepb.gov.cn
区环保局举报联系方式：
电话：58702983 传真：58703112
通讯地址：上海市东方路3689号307室

（邮编：200125）
电子邮件：hbjtjb@163.com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浦东新区祝桥镇

（2011年区划调整前86平方公里区域）

浦东新区原六灶镇

（现已并入川沙新镇）

拟命名2011年度“上海市生态镇”名单

《声声朗读带来丝丝光明》有后续

微博搭桥 9岁盲童收到有声书礼物

■通讯员 倪中月 见习记者 黄广萌 浦东报道

女儿上船探望好友，不料竟溺水身亡。夫

妇两人将船舶所有人和实际经营人告上法

庭。近日，上海海事法院对这起人身损害赔偿

责任纠纷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最终，各方当事

人达成调解协议，夫妇两人获赔24万元。

2006年 12月 25日，王某的女儿王兰（化

名）登上“盛达 09”货轮探望好友徐某。当货

轮行驶至长江扬中水域时，两人双双落水失

踪。2010年，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宣告王

兰死亡。

事故发生时，蚌埠市盛达运输有限公司系

“盛达 09”轮登记的船舶所有权人，上海长航

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长航海运

发展有限公司）系“盛达09”轮的实际经营人，

王某多次与两家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今

年 4月，王某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两家公司赔偿38万余元。

庭审中，两被告认为，王兰与其不存在劳

务合同或雇佣关系，王兰上船系私会船员徐

某。两人因感情纠葛发生争吵后，王兰跳江，

徐某随后跳入江中救王兰，最终导致两人失

踪。王某的死亡系自杀行为，他们不应承担事

故赔偿责任。

法官经审理认为，两被告辩称王兰系自杀

落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应认定为意外死亡；

两被告分别系“盛达 09”货轮的登记所有人和

经营人，不管王兰与船方是否有劳务关系或雇

佣关系，只要王兰在船上，两被告均应对在船

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应当承担一定的

赔偿责任；另一方面，王兰作为成年人，也应注

意自己在船上行为的安全。最终，在法官的主

持下，各方当事人当庭达成调解协议。

女儿登船访友莫名溺亡
夫妇起诉获赔24万元

■通讯员 王治国 见习记者 黄广萌 浦东报道

今年初，家住浦东博兴路的李阿姨遇到一

件晦气事，她在经过一栋居民楼时，被一大包

粪便砸中肩膀。因无法找到具体侵权人，她将

可能侵权的 4户人家告上法庭。浦东法院近

日作出一审判决，4户人家被判补偿600元，驳

回李阿姨的其他诉讼请求。

1月 3日下午 5时 40分，李阿姨和儿子回

家时借道穿过寿光路某弄一小区，当走到 15
号单元前的马路附近时，只听到“嗖”的一声，

李阿姨感到肩膀被什么东西砸中了。仔细一

看，竟是一包用卫生纸包裹的粪便！

身上穿的羽绒服、羊毛衫都被弄脏，李阿

姨呆立现场 10多分钟才缓过神来。随即，李

阿姨的儿子打 110报警。晚上 7时多，李阿姨

前往 15号单元所属居委反映情况。随后，两

名社工陪同李阿姨到现场查看，并分别到 15
号 301室、401室、501室、601室询问。然而，

大家都否认抛掷过污物。

李阿姨认为，15号单元对面居民楼房后

面有两棵树，不可能是他们抛掷污物。庭上出

示的照片也显示，15号单元楼前有电线穿过，

上面还残留着卫生纸。根据电线在15号单元

2楼上方等情况，李阿姨分析 1楼、2楼居民不

可能抛物。由此，她将15号单元的301室、401
室、501室、601室4户人家告上法庭。

法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从建

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

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具体到本案，由于难以

确定具体侵权人，李阿姨起诉要求可能加害的

4名被告进行补偿，法院予以准许。

不过，由于李阿姨没能提供污损的羽绒服

发票以证明其价值，而羊毛衫清洗后可以继续

使用，因此，法院酌情确定李阿姨的损失为

600元，由 4名被告分别承担 150元。鉴于法

律规定被告仅承担补偿责任，法院驳回了李阿

姨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

污物从天而降砸中过路人
4户人家成被告 法院判决补偿600元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乐意为健康投

资。不少商家则瞄上这一族群，做起了“保健

经济”。可是，各类保健食品充斥其中，质量参

差不齐。近日，浦东工商部门、金杨新村街道

综治办和黄山新城居委就联手解决了一起保

健品消费纠纷。

日前，浦东新世纪名苑小区居民李清华在

听了一堂保健养生讲座后，花费 30576元人民

币购买了保健品。事后，老人意识到有问题，

向黄山新城居委求助。居委干部了解情况后，

及时安抚老人的情绪，并马上与保健品公司取

得联系。

面对身材壮实的保健品推销人员，居委干

部指出保健品公司的推销行为带有诱导性，带

有夸大功效等欺诈手段，有违法行为；并明确

告知，求助老人是患有轻度精神疾病的独居离

休干部，是居委监护对象，居委将一管到底。

在居委干部与保健品公司协调的同时，金

杨新村街道综治办、工商部门也第一时间得到

通知，迅速锁定证据。街道综治办、工商部门和

居委干部通力合作，经过4个多小时的努力，保

健品公司业务员与公司沟通后，终于同意对未

开封产品进行退货处理。经清点核算后，退回

了 24108元。至此，一场可能给老人带来重大

损失的事件，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近年来，一些不法商家利用老年人追求健

康的心理，在推销过程中宣称其产品具有治疗

疾病的功效，高价销售与实际宣传不相符的所

谓保健食品，且在销售保健品时不开具发票，

或者冒用其他公司名义，致使消费者退货无

门，蒙受损失。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五十一条明确：国家对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

的食品实行严格监管。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

的食品不得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

危害，其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

功能，内容必须真实，应当载明适宜人群、不适

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

产品的功能和成分必须与标签、说明书相一致。

对此，工商部门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在

选购保健食品时要理性对待，切勿冲动消费，

购买时要看清保健品外包装上相关部门批号、

批文是否齐全，对于宣称能治病的保健品，可

以要求经营者出示由卫生部门出具的相关审

查确认证明，发现假冒伪劣或作虚假宣传的保

健食品，可及时向工商等相关部门举报。

独居老人花3万买所谓保健品
工商提醒：选购保健食品要擦亮眼睛

欢迎拨打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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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突然发生的
是新鲜有趣的

是生动感人的

线索一旦采用即付酬金

浦东微感动
PUDONGWEIGANDONG
http://weibo.com/u/262531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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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5月 24日 20时许，在浦东新区

惠南镇城基路农工商超市处发生一起交

通逃逸事故，一辆轿车撞击一辆自行车后

逃逸，致自行车驾驶人受伤，肇事逃逸轿

车的车牌号后四位数字可能为“0625”。
望知情者速与浦东交警二支队联系，对

提供有价值线索者，将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

敦促肇事者速来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浦东交警二支队事故科
2012年6月5日

联 系 人：李警官、陈警官

联系电话：58022001 68000731
联系地址：川南奉公路6116号浦东交警二支队

协 查

一杯茶、一本书，坐在浦东图书馆外的“文化长廊”里，读书一样很惬意，而且还更加亲近大自然。图书馆正门的“文化长廊”里，8张木质长条桌前后排
开，容量可不小，每张桌子可以围坐10人。 □本报记者 徐网林 摄影报道

■通讯员 蔡顺国 见习记者 黄广萌 浦东报道

全身雪白的萨摩耶犬驻足端视，宛若美

丽的白雪公主，煞是可爱！这让途经的赵某

一见倾心，占有的欲望油然而生，趁四周无人

竟把狗牵上车带回了家。日前，新区检察院

以涉嫌盗窃罪对赵某依法批准逮捕。

4月 3日下午，赵氏兄弟驾车前往海边游

玩。快到海边时，路过一片开阔的瓜地，赵某

放慢车速，尽情欣赏海天相连的美丽景色。车

行至瓜农大棚的田埂边，有个小孩在其车旁慢

慢走着，遛着一条宠物狗，然后将狗拴在瓜棚

外的木桩上。小狗身高约50厘米，全身雪白，

可爱极了。赵某见之怦然心动，想下车去牵

狗，在其弟弟的劝阻下才继续驾车前行。

下午 2时许，两人回程再次路过大棚时，

赵某看到宠物狗还在原处，就对弟弟说：“你

来开车，我去牵狗。”未及弟弟劝阻，赵某即下

车，见四下无人，将拴狗的铁链从木桩上取

下，然后将狗牵上车带回了家。

4月6日，民警来到赵某家，赵某将狗交给

民警。后经鉴定，该狗系韩国纯种萨摩耶犬，

鉴定价格为6500元。当民警告知赵某狗的身

价时，赵某连连后悔心血来潮顺手“牵”狗。

男子顺手“牵”狗追悔莫及

地铁出口流动车，占道经营把路塞。
水果鲜亮有光泽，食品安全谁负责？
□本报记者 张匀初/文 徐网林/摄于
地铁2号线世纪公园站出口处

麻辣镜头

又见流动水果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