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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艺格小宝宝非常能歌善舞!尤其
是唱歌!啥都会唱" 在琼海站海选赛现
场!裴艺格一点都不怯场!上台张口就
唱了两首歌!吸引了台下的观众们"

海选赛时!裴艺格上台!后先是大方
地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然后就开始唱歌
开始了第一首歌曲的演唱! 唱完后意犹
未尽!又现场加了一首英文歌曲来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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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01

34-5

%$月%"日上午!家住澄迈县
老城马村村名马先生反映! 前不久!

他从市场上购买了"&吨水泥!用于庭
院铺设水泥地! 没想到'&天过去了!

如今的水泥地仍然没有完全凝固!马
先生怀疑铺设地面的水泥有问题&

'"日下午!老城工商所执法人员
要求该'福利(水泥店内的"&&多包水
泥立即下架暂停销售!并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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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午!记者来到马村!只见
两栋房屋庭院的地面上铺设了一层
厚厚的水泥!水泥地上有的部分有很
多白色粉末状的颗粒& )这些就是水
泥地上掉下来的" (马先生指着地上
的白色颗粒表示!他家的前后两个庭
院的水泥地非常*脆弱(!甚至用木板
一刮就会脱落+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
法! 马先生随手拿出一个打火机!轻
轻在水泥地上一敲!地面上就出现了
一个小坑"马先生弯下腰拾起一块脱
落的水泥块说,*你看看! 不用太大
劲!这水泥地就烂了& (他拿着一块双
手一掰!碎了-一搓!成了粉末&

据马先生回忆!今年(月中旬!他
决定将庭院铺设上水泥!于是!请来
了一批专业施工队! 经过现场查看!

对方表示只需要)吨水泥& (月*+号!

马先生联系了一家代理购买水泥的
吴师傅!*我们村买水泥几乎都找他!

因为可以送货上门!方便& (经过沟
通!马先生决定从吴师傅手中购买+&

吨水泥& 经过两次送货!马先生最终
以每吨*,&元的价格购买了+&吨某品
牌水泥&

水泥到了! 马先生又买来泥沙.

碎石!请来施工队铺设庭院& *铺好都
过了,天! 我发现电动车出入都还能
压出印子& (感觉不对的他!当即喊来

吴师傅!随后双方找到了销售店& *对
方听后! 表示我用的水泥可能多了!

凝固时间要长!让我再等几天看看& (

马先生说!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水
泥地仍出现问题!*现在都过了%&天
了!水泥地还是没有办法凝固& (马先
生说!*我怀疑水泥质量有问题!可是
销售商让我去找有关部门鉴定!拿出
水泥不合格的证据!要不然就不给赔
偿!我一个农村人哪懂那么多啊/ (马
先生无奈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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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完情况后!记者来到了位
于老城一家名为*福利(水泥店!据老
板张先生介绍! 他只卖给马先生了*

吨水泥!其余的是另外两家水泥店销
售的&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在老城卖
水泥多年了!大家都觉得其水泥质量
还可以!也没出过什么差错& 马先生
买的那批水泥是不是有问题!他不能
给出解释& *即便是出了质量问题!那
也是厂家的事情!我们只管卖!质量
方面我们管不着啊& (张老板说!这些

水泥都是从*经销商(买来的&

随后!记者根据张老板提供的联
系方式! 联系上了他口中的 *经销
商(& 接电话的李姓男子表示!他并非
经销商!而是供货商!这批水泥是他
从客户手中购买的& *水泥店进货的
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这种便宜水
泥容易出现问题! 只能用于装修用!

水泥店没给消费者说清楚!这不管我
的事& (

*你从哪里进的货0 有联系方式
或者地址吗0 (面对记者的询问!这名
男子显得十分谨慎!只是表示对方做
水泥生意很多年了! 是他的一个客
户!其余的信息不便透露&

随后! 记者在这家水泥店发现!

这种名为)玉威(牌的水泥外包装上
没有编码!也没有包装日期!背面留
有电话号码&记者按照印有的电话拨
打过去!一名男子表示!这不是厂家
的电话! 只是生产编织袋的厂家电
话!)大概两年前!海南儋州那边有人
向我们进过编织袋!最近没有销售到
海南过& (该男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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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法与承包马先生家工程
的施工队取得联系!记者咨询了一名
从事建筑行业+&多年的徐师傅!他告
诉记者! 他经常给村里人盖房子!从
来都没遇到这种情况! 这是第一次!

他觉得是水泥的质量问题&

当天下午! 记者根据这一情况向
+%*+$反映!随后!老城工商所工作人
员赶到现场&在了解完情况后!工商人
员当即责令水泥店停止销售)问题(水
泥!并介入调查& 针对马先生的损失!

工作人员随后进行协调!最终!供货商
李先生答应提供马先生价值-&&元的
水泥!用于修缮家里庭院的水泥地&

)水泥店没有建立台账! 这给工
作带来了麻烦& (老城工商所副所长
罗海军表示!为此!工作人员与供货
商取得联系!要求对方出具水泥的检
验报告等相关资料! 但对方无法提
供!表示会在一星期后提供!因此!对
于这款水泥是不是假的!还需要做进
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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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从北京
接受表彰的海南省垦区公安局万宁
南林派出所所长陈琼云载誉归来&

垦区公安召开座谈会! 要求总结具
有示范作用的亮点! 向全垦区民警
推广推动公安工作的发展&

陈琼云此次被评为全国公安系
统)优秀人民警察(和)我身边的爱
民模范(双重称号& 他在座谈会上表
示! 他只是尽到了人民警察应尽的
责任!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 今后!

他将继续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时时.事事.处处想到人民群众!用
实际行动去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

用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
的标准!抓好队伍建设!预防.制止.

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稳定&

座谈会上! 海南省垦区公安局
要求垦区各级公安机关推动公安工
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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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林书
喜%记者从儋州市有关方面获悉!因
为粤海铁路站前路项目推进滞后!

该市效能办对责任单位下发督办通
知书! 要求责任单位加快项目推进
力度!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否则将启
动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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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孩子是否适应了新
的配方奶粉0首先应该先选择好的
配方奶粉&专家建议应该选择添加
了活性营养成分的奶粉及酪蛋白

磷酸肽./001.亚油酸和!2亚麻酸.

益生元组合等元素的奶粉&酪蛋白
磷酸肽是促进钙.铁.锌吸收的肽
类营养素!被誉为)矿物质载体(-

亚油酸和!2亚麻酸为人体的必需
脂肪酸!是34!和!5!的前体-益
生元能促进肠道有益菌生长!有助
于消化和吸收-牛磺酸为氨基酸的
一种! 有助于视觉和大脑的发育&

这种科学的配比!宝宝肠胃是很容
易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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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6年(月+&日后出生的
儿童!均可免费报名参赛7出生日期以
出生证为准8!咨询热线,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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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ÊË

Ì实习生5Í

%屯昌的宝贝们!不用
因为交通的不便而无法进行现场报
名了!南国宝宝现场报名会今天将开
到屯昌!和屯昌宝宝近距离接触& 想
要报名参加南国宝宝大赛吗0 一起
去报名吧/ 还有惊喜礼品等你哦/

据了解!$月%%日! 南国宝宝现
场报名将到屯昌南吕镇新东街嘉贝
爱妇婴店进行-$月%9日! 将会到屯
昌乌坡镇新华西街嘉贝爱妇婴店-$

月%(日! 现场报名会还会到屯昌枫
木镇海榆中线慧明超市进行& 到现
场报名! 同时获得国健公司提供的
奖品一份&

需要提醒家长的是, 现场报名
须携带宝宝的出生证明! 以及提供
参赛宝宝电子版彩色近期照片*张&

也可同时提供-&秒内的宝宝视频资
料或宝宝趣味成长日记& 也可在现
场免费拍照& 现场还提供测试宝宝
微量元素等服务! 宝宝们可以进行
检测&

已经报过名的宝宝! 可拨打
&)-)26)$+%,6%!把宝宝想要表演的
节目告诉工作人员! 晚上再根据安
排上台表演& 其他市县的报名会及
海选大赛将于近期渐次展开! 期待
着您和您的宝宝参与! 为您的宝宝
留下一段最美好的成长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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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父母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虽然每天都有给孩子补钙!但孩子
还是缺钙!这是怎么回事0 海南现
代妇婴医院儿保科吴静护士长介

绍! 许多因素会影响对钙的吸收!

如生长发育的不断需求.维生素3

的不足.肾脏功能不全等!因此妈
妈们给幼儿补钙时!一定要选择含
有维生素3的钙剂! 有利于吸收-

选择碳酸钙为钙源的钙-不要让钙
遇见草酸!如菠菜.雪菜.苋菜.空
心菜.竹笋.洋葱.茭白.毛豆等都
含有大量草酸!草酸容易与钙元素
结合而影响吸收&如果您有育婴方
面的疑问!可致电66,6$$$$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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