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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电网最高负荷
可能超 1800万千瓦

苏州：

! ! ! !

面对电力迎峰度夏可能碰到的

“难关”，今年苏州市首次启动非工业

单位有序用电方案。当气温连续两天

超过
'(!

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宾

馆饭店、大型商场、社会团体、办公楼

宇、超市等非工业单位，将会启动有序

用电方案。

%

月
%

日，苏州电网最高负荷达到

$)(!*(&

万千瓦，再创新的历史纪录。

日前，变电运维工区的员工周建

良与两位同事跟往常一样，全副武装，

带着红外测温仪、望远镜等器材出发

了。当天，他们根据巡检计划，对高新区

的
+

个变电站及沿线架空电线进行常规

巡测。室外的温度虽然非常高，但周建

良与两位同伴每到一个点，他们都要仔

细进行查看和测试……这样的巡检，对

周建良和所有变电运维工区的工作人

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了。

高温期间，运维工区每天有
$"

多

名一线员工在外从事巡线、测负荷、缺

陷处理等工作；一旦巡检到负荷过高

的变电站或线路时，还要实行每天巡

检一次的“特巡”。而遇上台风、大雨或

雷暴天气时，除了正常的“三班倒”值

班人员外，工区实行管理与抢修人员

联合办公模式，抢修人员
!+

小时待命，

工区领导和管理人员轮流值班，及时

掌握一线信息，处理难点问题。

苏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工区主任

蔡云峰告诉记者，去年
,

月的一个下午

下班前的时间段，电灯突然闪了一下，

值班人员检测到相城区黄桥变电站出

现异常。于是周建良所在的班组立即

前往现场进行巡检。最终发现由于天

气非常炎热，相城区黄桥变电站工业

线
$"

千伏设备发热，当时巡检时，设备

温度已经达到
$$"

度。

蔡云峰说，电力设备发热会有一

个恶性循环，如果不及时处理，就可能

导致停电。当时正值居民家庭做饭和

开空调的时间，如果拉闸检修，炎热的

天气会给线路周边居民带来诸多不

便，也会给附近工厂带来损失。随即，

周建良和其他抢修人员一道，通过调

整运行的方式，在对外不停电的情况

下，顶着酷热，在晚上
&

点多把问题解

决了。

苏州为何会出现用电紧张的局

面呢？苏州供电相关负责人表示，苏

州地区的电力来源大部分是本地望

亭电厂、常熟电厂、太仓电厂、华润电

厂发来的火力电与燃气电。不过由于

发电量有限，因此，不可能无限制地

用电。“如果今夏出现持续极端高温

天气，苏州的电网负荷还可能超过
%

月
%

日的
$)(!*(&

万千瓦。”苏州供电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苏州地区各

区域供电基本达到供需平衡，但都维

持在一种比较脆弱的平衡状态，一旦

区域机组发生故障，主网电力将可能

无法送入造成供电缺口。另外，近年

来，迎峰度夏期间多次出现电煤供应

紧张、天然气供应不足的问题，对苏

州地区电力供应产生一定影响。除上

述因素外，自然灾害、外力破坏、部分

城区迎峰度夏变电工程建设受阻、设

备持续过负荷等，也会造成电力供应

的缺口。因此，苏州供电在做好迎峰

度夏的各种应急预案的同时，加强应

急抢修体系和队伍的建设，确保供电

线路安全和居民用电无忧；同时，也

希望广大居民主动参与到节能降耗

行动中来，从将空调调高
$!

和节约

每一度电开始。

摘自&姑苏晚报'

上海产可乐在台被查防腐剂超标
公司称内地合法

! ! ! !

来自上海可口可乐饮料公司的零度

可口可乐原液，在台湾被检出了防腐剂

“对羟基苯甲酸甲酯”。
$%

日，食品安全

专家和可口可乐公司均称该防腐剂在内

地属于合法食品添加剂，是安全的。

台湾查出 3种防腐剂

据报道，台“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

局”在检验来自上海可口可乐饮料公司

的“可口可乐
-./0 12

原液主剂饮料

配料”中，检验出“对羟基苯甲酸甲酯”防

腐剂，每公斤含
!*3)!

克，而这种防腐剂

在台湾规定是不得添加到碳酸饮料内。

此外，“卫生署”发现原液中还有
!

种

防腐剂“苯甲酸”、“己二烯酸”也超标。目

前已禁止该批可乐原液进入台湾地区。

可口可乐公司台湾分公司对此解

释，各地区对羟基苯甲酸甲酯添加成分

的标准不同，该批原液并非台湾采购，是

不小心误送到台湾的，该配料在中国内

地则属于合法食品添加剂。

“类似饮料营养价值低”

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得知，目前国际

上对羟基苯甲酸甲酯每日摄取允许量，

为每人每公斤体重
$4

毫克。以体重
)"

公斤者为例，一天至少吃
)""

毫克并长

期食用，才可能危害健康。

有资料显示，如果长期大量食用

对羟基苯甲酸甲酯，可能会造成肠胃

不适，皮肤、黏膜发炎和产生女性荷

尔蒙。这种防腐剂大多添加在食品

中，化妆品也会用。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范志红

表示，目前检出防腐剂的只是可乐原液，

含量会高些，而且按照上述允许摄入量

来算，大量添加可能性很小。

范志红表示，“对羟基苯甲酸甲酯”

在内地、以及国外很多国家都是属于可

以添加在碳酸饮料中的防腐剂。

此次在原液中查出另外
!

种防腐剂

“苯甲酸”、“己二烯酸”。其中，苯甲酸是

运用最广泛的防腐剂，日常很多食品里

都会添加这种，己二烯酸也是经国家批

准的。

回应：“稀释后含量安全”

可口可乐中国公司昨日给本报发来

声明称：“此次台湾涉及的防腐剂是许多

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

政府的食品法律法规所认可的安全添加

剂之一，并被广泛接受并可安全使用于

食品及饮料类，但是台湾地方法律规定

不容许使用在汽水中。”

可口可乐中国区公关事务总监翟嵋

介绍，此次被查出有问题的产品是用于

现调机里面，比如麦当劳等快餐店所销

售的杯装饮料产品，而并非一般超市销

售的瓶装饮料。

翟嵋表示，台湾检测的样本是未稀

释的浓缩原液，而最终销售的产品则需

要稀释后才会进行现调机杯装汽水的销

售，稀释后浓度仅为每公斤
"*"$(

毫克，

这是完全安全的。

摘自&新京报'

坠楼女孩可连唱 4首童谣
杭州：

! ! ! !

这两天，杭州坠楼女孩妞妞的病

情持续好转，不仅开口叫爸爸妈妈，

还会唱歌了。“一口气给我唱《小燕

子》、《一闪一闪亮晶晶》、《两只老虎》

和《打电话》四首歌。”日前，妞妞妈妈

激动地说。

妞妞爸爸说，整整两个礼拜，女儿

一直靠输营养液维持。昨天在医生的

指导下，喝了
$"

毫升的奶。据了解，妞

妞的腹部感染虽然得到明显控制，但

因做了消化系统修补手术，吃东西可

能会引起加重感染等负面反应，喝奶

就是想为她的胃、肠、胰腺等功能“探

探路”。 摘自&新京报'

有望进入三网融合
第二批试点城市

无锡：

! ! ! !

三网融合第一批试点城市递交的

试点方案还未获批，国务院三网融合

小组已经开始重启研究第二批试点城

市方案，冀望借此“刺激”加速首批城

市的试点进度。

消息人士透露，包括天津、重庆、

广州、成都等在内的第一批试点落选

城市一直在积极争取第二批的资格，

而从国务院三网融合工作小组反馈的

信息来看，第二批试点城市范围将扩

大。具体名单今年年底前有望公布。

鉴于第一批试点进展不顺，三网

融合工作小组的有关专家因此建议，

尽快重启此前已经停滞的第二批试点

城市审批，以此推动第一批试点城市

的广电、电信双向进入。

据称，包括天津、重庆、广州、成都

等在内的第一批试点落选城市一直在

积极争取第二批的资格，直辖市和省

会城市将成为第二批试点“主力”；而

一些此前三网融合已经开展的城市，

如广东云浮、湖北鄂州、山西忻州、江

苏无锡等城市也有望进入第二批试点

名单。

链接

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计算机网

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

造!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图像等

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 三合是一种

广义的(社会化的说法!在现阶段它

是指在信息传递中!把广播传输中的

)点 %对 "面 %!通信传输中的 "点 %对

"点%!计算机中的存储时移融合在一

起!更好为人类服务!并不意味着电

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

络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高层业务

应用的融合$ "三网融合%后!民众可

用电视遥控器打电话!在手机上看电

视剧!随需选择网络和终端 !只要拉

一条线( 或无线接入即完成通信(电

视(上网等$ 摘自《无锡日报》

夫妻21小时内双双离世
50载生死不弃

! ! ! !

武汉新洲汪集街大泊村一对老

年夫妇恩爱有加，年逾七旬的他们，

在一起走过
("

载风风雨雨后，竟在

!$

小时内先后离去，生死不弃。
$%

日，感动的村民和其家人为他们举

行了隆重的合葬。

据了解，
%(

岁的婆婆易金秀平

日身体硬朗。前不久，易婆婆感到

身体不适，被查出患有晚期肝硬

化。
$+

日上午
,

时许，在家中先于

爹爹突然离世。殊不知
%%

岁的爹

爹程遵厚在得知婆婆走后，口中

不停地念叨：“咋走的这么快？我

不信、我不信！”没想到，第二天凌

晨
(

时，全家人在为婆婆守灵时，

爹爹也撒手人寰。此时，距婆婆离

世不足
!$

小时。

$%

日，这对夫妇的独子程丛林

介绍，父母相互扶持走过了
("

载风

风雨雨，父亲务农操劳一生，母亲一

直陪伴在侧，家中虽然清贫，却十分

和乐。一个多月前，
%%

岁的父亲因心

脏病和高血压，卧病在床，
%(

岁的母

亲一直坚持亲手照料，直到自己也

病倒在床。“大概是难以承受母亲离

世的打击，父亲去世前未留下只言

片语。”程丛林轻声说，他想到父母

走过半世纪临终都生死不弃，遂决

定为他们举行合葬。

$%

日，该村村支书阮书记介

绍，程遵厚是名老党员，忠厚老实，

深受年轻人爱戴，程家婆婆为人和

善，得知两人双双离世，不少村民

纷纷自发赶到程家，送两位老人最

后一程。

摘自&楚天都市报'

老人靠拾荒捐助贫困学子
最有价值的家当：回信和汇款单

! ! ! !

在烟台招远市一个小村庄里，有一

位
,&

岁的贫穷老人刘盛兰，他
$%

年几乎

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啬”的连

一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可正是这个倔老

头，却在贫苦交加的
$%

年里，慷慨地将所

有钱财捐给了全国各地的贫困学子。

“他干的都是积德事儿，但日子却过得

连要饭的都不如。”刘盛兰的亲友如是说。

!"

年他几乎全靠拾荒过活

蚕庄镇柳杭村，与招远市其他金矿

资源丰富的地方相比，这里着实算不上

一个很富裕的村庄。

“刘盛兰亲戚知道他住哪儿。”村中

央一间不起眼的小卖部里，在店老板的

指引下，刘盛兰的侄外甥刘昭江带着记

者来到村头一条小胡同外，“老人就住这

里面。”

推开大门，院子里几株辣椒长势正

旺，一棵榆树下则堆满了废旧酒瓶。刘昭

江推开房门，屋里除了一张堆着破旧棉

被的炕和几个老箱子外，就剩下积满灰

尘的表彰绶带、相框以及摔坏的奖杯，再

无他物。

刘盛兰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年近
&"

的他，黝黑干瘦的脸上布满粗粗的皱纹。

正是这个黑瘦的老人，将自己一辈子的

积蓄，都捐给了贫困学生。而自己
$%

年来

几乎都是依靠捡拾别人丢弃在垃圾堆里

的蔬菜过活。

最多时他同时资助
#$

多名学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盛兰在报纸上

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时起，
%'

岁的

他就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捐出去。而受捐

助的学生，也逐渐从周边几个地市“扩

张”到全国各地。

把所有积蓄都捐出去后，原本就非常

节俭的刘盛兰只能从集市上捡别人丢弃

的白菜、土豆、茄子等蔬菜以供日常生活，

这一捡就是将近
$%

年。“那些东西其实都

能吃；要是看到有被丢了的鞋子，我就捡

来缝缝再穿。”刘昭江告诉记者，从给学生

捐钱开始，老人就几乎没尝过肉味。

刘盛兰对自己很“抠门”，但在给学生

捐钱这方面，却很大方。最多的时候，他同

时资助着
("

多名学生。微薄的工资也让他

在资助学生时力不从心。“
'""

块钱的工资

没办法分给
("

个人，我只好这个月寄给这

个，下个月寄给那个，一个个地轮着给。”

为捐助学生拒进养老院

虽然现在街坊四邻和亲戚们时常给

他带点吃的，但老人还是从不舍得多吃

一口。唯一的改善，就是每天到村头去买

一两个馒头，偶尔喝碗豆浆。

前不久，烟台一家公司的老总了解

到刘盛兰的情况后，直接派人给他送了

六千块钱，“推不掉，我收了，但在收条上

按了手印，然后就全捐出去了。”

为多点钱捐助学生，刘盛兰一直没进

养老院，因为不去养老院，他可拿到每年

$,""

元的生活补贴。“我是一个子儿都不

剩了，全捐了，捐了好，捐了帮学生念书。”

现在，刘盛兰说他只能供四个孩子上学，

“一对黑龙江的姐妹，一对广西的兄弟。”

有时候，刘盛兰还会在村里捡些酒

瓶子，院子里那棵榆树下成堆的酒瓶子，

都是他捡来的，“现在很少有人收了，价

钱也便宜了，不过总归能换点钱。”

记者临走前掀开了老人家灶台上的

锅盖，锅里面放着四个碗，一碗是中午吃

剩下的面条，一碗咸菜，一碗已蒸过多次

的茄子，还有两个油饼。也正是这两个油

饼，竟引起了刘昭江的好奇：“谁给你的

油饼？”“隔壁给的。”刘盛兰高兴地把盘

子端起来给我们看了看。

最有价值的家当!回信和汇款单

刘盛兰卧室的墙上，一个深蓝色布

袋里，装满了汇款单和回信，这是他唯一

看重的东西。他取下布袋将里面的汇款

单和信件都倒在炕上，又另从床头下找

出了一些。“我也不记得汇出去多少钱、

收了多少封信。”

记者数了一下，仅汇款单就有一百多

张，每次汇款金额在
!""

到
(""

元间，最多

的一次
$"""

元。与之对应的是来自全国各

地的受捐助者收到汇款后寄来的回信。

“我真希望他们收到钱后给我回个

信。”刘盛兰希望知道自己汇出去的钱，

对方已收到。“但也有不给回信的，我就

觉得有点不踏实。”刘盛兰说着随手拿起

一张放在炕上的报纸，指着一则报道告

诉记者：“这里面写着一个女孩需要钱才

能继续念书，我就汇了
'""

块钱，但至今

没给我回信，我真的只想知道，那
'""

块

钱到了没有。”

讨来的欠薪也全部捐出

刘盛兰之前曾在招远市当地的一家

公司里看门，每月能挣三百来块钱。不过

随着公司生意的不景气，到后来就一直

没给他发工资。“拖了整三年，一万多块

钱的工资几乎一分没给。”待刘盛兰准备

离开公司时，那家公司老板只给了他三

百元钱，之后就再没提工资的事，尽管多

次讨要，一直未果。最终，刘盛兰走上了

法庭，那一年，他
,!

岁。

“官司赢了我就去要钱，但经理就是

赖着不给。”刘盛兰回忆说，之后他几乎

每天都到公司去讨要欠款，但公司经理

却一直告诉他：“没钱。”

幸运的是，刘盛兰在市长接访日那天

遇到了当地法院的一位主任。“那个主任

一听我的情况，就赶紧找到法院的执行

局。”最终，在法院执行局的多次干涉下，

刘盛兰才分两次要回那一万余元的欠款。

不过，钱刚到手不久，便被刘盛兰全

“挥霍”了。“全捐出去了，我留着也没用，

捐给学生念书救急，怎么不比自己花强？”

认死理儿的倔老头干的

都是积德事儿

“我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他这一辈子

都不知道图什么？”结束对刘盛兰的采访

后，刘昭江告诉记者，家里人对刘盛兰的

做法一直很不理解，都觉得刘盛兰是自己

找罪受。“倔，倔得不得了，认死理儿。”

街坊邻居们也都觉得，老头子活这

些年，到头来还是

一无所有，怎么都

觉得不是那么回

事。“干的都是积

德事儿，但自己的

日子却过得连要

饭的都不如。”

如今，刘盛

兰很少出门，一

是因为年纪大

了，再则偶尔会

有不相识的人来

看看他，“没一个

认识的，很多都

是带着老婆孩子

来的，说是来看

我。我捐过谁，我

也不记得了，他

们愿意来看我就

来。” 摘自 &山

东商报'

老 师 用 胶 纸
粘住女孩嘴巴

为阻止其哭闹
! ! ! !

为了阻止
+

岁的女孩月月（化

名）哭闹，幼儿园老师竟用胶纸将其

嘴粘住。月月的父母后以侵害健康

权为由将幼儿园园长和老师起诉至

顺义法院，索赔共计
'

万余元。近

日，在顺义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二被告共赔偿原告医疗

费、精神抚慰金共计
$

万元。

原告称，被告聂某是一所民办

幼儿园的园长，被告左某是该幼儿

园的老师。今年
+

月份的一天下

午，左老师为了不让月月哭闹，用

胶纸把她的嘴粘住。月月的监护人

发现后报警。月月虽经医院治疗，

但还是表现出情绪低落、害怕上

学、天天尿床的现象。因此认为被

告的行为使自己女儿的身体、精神

均受到巨大创伤。

经法院主持调解，被告认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不当之处，愿意进行

相应赔偿。达成调解协议后，二被告

向原告方进行了赔礼道歉，原告方

表示不会再追究二被告法律责任，

双方握手言和。摘自&北京晨报'

刘盛兰老人$

老人锅里只有最简单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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