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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万株进口有毒葡萄苗昨被付之一炬
(TUVWXYZ[\]^_`abcd
本 报 讯 !!"# 记 者 仲 海 通
讯 员 高 慧 王 天浩 " 因在抽检中被

查出"葡萄卷叶病 '$!自意大利进
口到蓬莱*被烟台口岸查获的 ( 万
株有毒葡萄苗!!# 月 !" 日! 在蓬
莱紫荆山街道办司家庄村一家企
业被焚化销毁% 这是我省最大的一
起进口葡萄有毒苗木案!这种苗木
在烟台口岸也是首次发现%
烟台植物检疫专家表示!这种

葡萄苗一旦种植!其携带的病毒可
通过花粉传播! 造成葡萄绝产!将
对蓬莱的葡萄产区造成巨大影响%
昨天上午!烟台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工作人员来到蓬莱紫荆山街道办
事处司家庄村某企业的一处锅炉房!
将 $$) 箱!( 万株进口有毒葡萄苗先
后投入高温锅炉! 大火熊熊燃烧!有
毒苗木瞬间付之一炬% 销毁完毕!检
疫局工作人员又使用消毒溶液对场

地和运输工具进行了消毒%
烟台检验检疫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 ( 月 * 日!他们受理烟
台华诚报检代理公司代理烟台某
葡萄酒物料有限公司报检进口到
蓬莱的意大利葡萄苗木一批!共计
$$) 箱 !( 万株 ! 价 值 "#%'# 欧 元
+折合人民币 )"(%%& 元,% 检验检
疫人员随机抽取了 *) 株葡萄苗木
送实验室检测!从其中一个样品中

检出葡萄卷叶病毒 '% 为防止病虫
害蔓延!省检验检疫局指示对该批
有毒葡萄苗采取高温焚烧的方法
进行销毁%
-这次销毁的进口有毒葡萄苗不
仅是全国数量之最!也是山东省首次
从进境葡萄种苗中截获检疫性有害
生物% $烟台检验检疫局植检处水果
科的徐明艳说!"葡萄卷叶病毒 ' 危
害重重!它可以通过多种粉介进行传

播! 引起葡萄品质减退! 产量减少
$#+))#+% $
近几年! 蓬莱市葡萄酒生产规
模达到年产量 !) 万吨*葡萄基地面
积 !) 万亩!成为国内嫁接苗木种植
面积最大的优质葡萄产区% 若此批
进口有毒苗木被种植! 对整个蓬莱
的葡萄酒产业的市场势必会造成不
良影响%据悉!此次进口有毒苗木的
经济损失全部由对方赔付%

5岁女孩捡喜炮玩
被崩了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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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要为桂花寻找“有缘人”
本 报 讯 !!"# 记 者 徐 鲲
摄影报道" 家中几株名贵的桂花

养了 '# 多年!主人跟她们有了深厚
的感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已
经无力继续照顾了%最近!家住莱山
区的孙大娘给"*"!!#$打来了求助
电话!希望"生活帮$记者帮她找个
爱花的人!继续照顾好这些桂花树%
昨天是重阳节! 上午 !# 点!
记者如约来到莱山区官庄村!在孙
大娘女儿家里! 见到了这几株桂
花% 走进这个农家小院!一股桂花
的清香顿时沁入心脾!%# 岁的孙

大娘坐在小凳上正在给桂花浇水%
老人指着门口的一棵高大的桂花
树告诉记者&"这棵是金桂!是桂花
中最名贵的品种!在我家里已经养
了 '% 年了!是家中的.老大/0 #孙
大娘说!!*($ 年当这棵金桂幼苗
刚刚进家时! 只有十几厘米高!她
每天浇水*松土*施肥!一天天看着
它长起来的%现在这棵桂花树已经
高达 !,( 米% 孙大娘接着又介绍起
另外的几棵桂花&-老二#也是棵金
桂!个头和-老大#差不多!也已经
养了 $# 年了'-老三#是棵丹桂!已

经 !% 年了! 个头将近 !," 米'另
外!还有-老四#*-老五#等!树龄都
在十年以上了%
孙大娘告诉记者!桂花是南
方树种!冬 季 怕冷 !每年 深秋 季
节!她 都要 把花 搬进 屋 里!等 天
暖和了 再 搬出 来!但 她们 的 -个
头#太大 了!至 少得 四 五个 成年
人才能搬得动!因此每次给桂花
搬家!老人都要把儿子和女婿们
请回来当-救兵#% 最近一年多!
老人的记性大不如从前了!经常
会忘了浇花%

-这些桂花就像我的孩子一
样!我现在人老了!想照顾她们也
力不从心了! 所以才想给她们寻
个好人家% 桂花是名贵的树种!需
要精心.伺弄/才行!我希望通过
你们帮我找到爱花人! 帮我继续
照顾她们% #孙大娘说着禁不住流
下了眼泪%
您喜欢这几棵桂花吗1 您愿
意帮孙大娘继续照顾她们吗1 如
果您爱花*懂花!并有心跟这些桂
花-结缘#!请与-生活帮#记者联
系!电话&!%""'%$"%")%

1600元订购极品牧羊犬
收到的却是杂交“四不像”
!"#$%&''()*+,-./0&11(2
本 报 讯 !!"# 记 者 李 鑫 "
热衷网上淘宝!花了 !"## 元!购置
了一条德国纯种牧羊犬! 接货一
瞧! 与照片上的名贵狗完全不一
样!而是一条杂交"四不像#!更让
买主头痛的是! 狗狗自下了飞机!
拉血不止!眼见即将命丧"黄泉$%
芝罘区的陈女士平时热衷到
网上淘宝! 前几日陈女士的朋友
想选购一条纯种母牧羊犬配种!
但找遍烟台宠物市场也没有中意
的!陈女士得知情况!出于热心!
提出帮朋友在网上求购一下% !#
月 !$ 日!陈女士在网上联系到一
家上海犬商! 当晚通过电脑传来

狗狗照片% 犬商介绍!他们在浦东
有一大型犬种繁育基地! 培育的
都是国际名犬!网上出售分三类&
一类为普通型!价格 %## 元左右'
一类为优品型! 价格 !$## 元'第
三类则是国际赛级犬! 标价 !%##
元% 犬商给陈女士推荐了一只德
国纯种牧羊犬()
)"公背$! 称此
犬系德国纯正血统! 配备种犬认
证书 ! 通 过网 络订 购只 需 !"##
元% 陈女士见狗狗照片娇美可爱!
甚是喜欢!便向朋友进行推荐%
第二天! 陈女士登录网站与
犬商联系!将 !"## 元打到"支付
宝$求购狗狗!可供货商却提出活

体物品不能直接使用"支付宝$交
易!须将款打到他们指定账户!公
司承诺!款一到货品会乘机运输!
几个小时便可领到货% 陈女士心
想!她在网上购物四五年!从未碰
到欺骗行为!便通过网上银行!将
货款打到对方指定的建行账户%
汇款当日! 陈女士未接到货
品!便向犬商询问情况%犬商称!由
于上海浦东机场下大雨!影响了航
班!于是承诺第二日会准时将狗狗
发往烟台% !& 日清晨!陈女士驱车
赶往烟台机场!%&&# 从飞机上取
到货物! 陈女士打开狗笼一瞧!傻
了眼!笼子里的牧羊犬与发货照片

上的狗狗大相径庭! 且是一只公
狗% 陈女士再一瞧!狗笼只有一张
登机检验检疫证!根本没有所谓种
犬认证书! 陈女士打电话询问!犬
商称狗狗没问题!不同意退货%
更让她头痛的是! 狗狗下飞
机后精神萎靡!不停地拉血% 陈女
士说! 她拿着狗到宠物市场一打
听!店户说是一条杂交犬!最多值
$## 元% 陈女士称!花了朋友 !"##
元!买了一条廉价"杂种狗$!让陈
女士在朋友面前丢尽了面子!无
奈只得自掏腰包!填补"亏空$% 目
前!陈女士委托上海的一位好友!
已到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

本报 讯 !!"# 记 者 王 轶 " 昨
天下午 1点 40分，市民刘女士打
电话反映，就在上午 11点 40分的
时候，自己和女儿在一家宾馆前面
看结婚的，孩子捡了地上一个鞭
炮，结果鞭炮在女儿手上炸了……
这是自春节以来记者接到的
第一起因燃放烟花爆竹而受伤的
事件。
小女孩今年 5岁多，还没上小
学，炸伤的是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当时和妈妈刘女士看到宾馆前有
人在办喜事，放了很多鞭炮，孩子
就和另外两个小孩在地上捡放完
的鞭炮。
刘女士含着眼泪说：
“鞭炮在
闺女手上突然就响了，闺女的两个
指头肉都崩黑了，不知道指头能不
能保住了……”
出事以后，孩子被送进医院，
医生正在手术，具体还不清楚手术
情况。
记者上网查了一下，
有报道称，
质检部门公布的对烟花爆竹产品的
质量抽查结果——
—在抽查的几十
家企业的 65种产品中，有 21种不
合格，
产品抽样合格率为 67.
7％。
近期结婚办喜事的人不少，结
婚的时候燃放烟花爆竹喜庆是真
喜庆，但请大家千万注意安全。

古稀老人向百岁老人
捐献臭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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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讯 !今 日 招 远 记 者 王 璇

!"# 记者 李仁" 教书育人 38年，
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戴树森、王永
玫夫妇，计划为百岁老人捐献近百
台单个市场价值 680元的臭氧机。
年近 70的王永玫告诉记者：
“捐赠臭氧机是为了老人以及他
们家人的健康着想，我们夫妇俩的
信念是‘施比受更有福’，社会认
可了我们，我们也要做让社会认可
的事情。”
这对七旬老人如今在三站小
商品市场经营着一家不大的商铺，
他们穿着朴素，和蔼可亲。对于真
正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从来不吝
啬。2008年，他们就已向近 300名
70岁以上的低保老人免费赠送了
总价值近 3万元的泡脚盆。“经营
了 13年的小店，按理说现在我们
两口子该停下来了，可是看到那么
多需要关心的老人，我们就想做得
再多一点。”
“因为我们的能力毕竟有限，
捐赠截止到 10月底，周日休息。”
王永玫说，10月 15日至 31日，凡
市区内截 至 10月 底满 100岁 及
以上的老人可凭身份证、户口本、
居委会证明免费领取 1台臭氧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