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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没空间 车停附近宿舍楼下被贴单

市民
呼声

陆家垅小区居民停车成难题
本 报 讯（浔 阳 晚 报 记 者 张 新 红 文/
摄）12 日，陆家垅拆迁还房小区居民黄女士
拨打浔阳晚报热线 8530000 反映，她的车子
因小区内无空间停放而被迫停靠在附近晨
光中学宿舍楼下的人行道边，结果被贴罚
单。她说，以前这里可以停车，现在又不允
许，小区居民的车不知该如何停放了。对
此，市执法局一大队办公室人员回复称，以
前没贴罚单不代表就能停车，如果没有划
白色线车位是禁止停放的。
黄女士说，陆家垅小区是 20 世纪 90 年
代拆迁就地还房的一个居民区，但仅有两
栋独立的居民楼，两楼之间空间有限，基本
无法停车。她说，后来相关单位将晨光中
学宿舍楼下的绿化带改造成开放式露天停
车场，允许居民停靠，但期间一直反复，有
时可以停，有时又不允许。上周，她和居民
的车辆停放在那里时，执法人员贴了罚单，
说不能停车。
13 日，浔阳晚报记者在陆家垅小区调
查，一名男性居民说，这里确实没有停车
位，居民的车辆有的是停放在晨光中学宿

大货车占路影响交通
车主：
停在店门口用来装货

小区内停车空间有限。
小区内停车空间有限
。
舍楼下的人行道边，那里有车位，但现在好
像不能停了。居民路婆婆也说，前几日执
法的人来贴过罚单，之前那里可以停车。
她指着人行道上一大块突起的平台说，这
里就是小区停车的位置。
对此，市执法局一大队办公室人员表

示，没有划出白色线的车位是不能停车的，
小区空间有限无法停车可以理解，但如果
没有车位那就表示禁止停放。以前没有贴
罚单，并不表示就能停车。最后，她说，如
果有餐饮、酒店到执法单位申请划分车位，
经允许划分则可以停车。
停在路边的大货车。
停在路边的大货车
。

市民购买薯片，食用后发现已过期
惠民超市：
将协商解决此事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
“当时
没看，以前经常在惠民超市买东西，觉得不
会有什么问题，回家拆开食用了几片后才
发现已经过期了。”昨日上午，市民赵先生
向浔阳晚报记者反映，他上周五在工作单
位附近的超市购买了一包薯片，食用后发
现已经过期。
据赵先生介绍，他购买的薯片上面标
注生产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30 日，保质期为 9
个月。
“ 这个超市离单位比较近，我原来经
常去买烟，第一次去买点吃的，结果还是过
期的。”赵先生表示，回家后他没有注意，食
用了几片后，看了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发

现已经过期了两个多月。周六下午，赵先
生找到惠民超市，但商家的态度却让他气
愤不已：
“他说不能确定薯片是在超市里购
买的。”由于没有购物小票，赵先生也拿不
出其他证据，
只能作罢，
但越想越气愤。
昨日中午，浔阳晚报记者来到赵先生
购买薯片的超市。经营者吴先生表示，赵
先生周六来到超市时，由于他正在记账，所
以也没有认真地检查。
“当天晚上我想起了
此事，查看了店里销售的薯片，发现有几袋
确实已经过期了，且生产日期与赵先生购
买的薯片相同。”吴先生称，他已经联系了
赵先生，将协商解决此事。

那么，消费者如果购买到过期食品，应
该如何维权呢？对此，浔城一名律师建议，
可以直接找商家协商解决，也可以投诉举
报至工商或食品药品监督部门，也可以寻
求消费者权益协会的帮助。
另外，消费者应该养成保留好购物小
票的习惯，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银行卡、微信
或支付宝的交易记录，证明自己在商家这
里消费过，再结合其他如发票或者过期食
品的包装等证据，证明自己的过期食品是
在商家这里购买的。如果商家还在销售过
期食品，也可以再购买一次过期食品来证
明商家销售过期食品的事实。

甘棠南路共享单车
“泛滥”市民通行不便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共享单
车给市民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随之产生
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近日，市民戴先生拨
打浔阳晚报热线 8530000 反映，从市妇幼保
健院前往九江小学的路上，共享单车摆得
到处都是，
“ 本来人行道就窄，现在更是通
行困难。
”戴先生说。
为此，浔阳晚报记者前往现场了解情
况，看到从甘棠南路 61 号至 78 号路段人

行道上，成排摆放着小黄车、小白车等数
感觉。
百辆共享单车，占据了人行道的大部分位
据市执法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置，数量近乎“泛滥”。市妇幼保健院外的
学校、医院附近乱摆乱放共享单车的现象
人 行 道 原 本 就 不 宽 敞 ，由 于 摆 放 了 大 量
严重，不仅影响行人安全通行，也影响了交
共享单车，剩下的宽度只能供两三个人并
通环境。执法部门也曾要求共享单车运营
排行走。现场路过的市民李女士表示，崇
部门加大清理力度，不要过多投放。对此，
尚共享精神的单车成排摆放本无可厚
有市民认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确需要
非 ，可现在竟“抢”了人行道的位置，这真
认真考虑投放点的位置与数量，莫让单车
有一种“占行人的路，让行人无路可走”的 “抢”
了行人的道。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 文/摄）
日 前 ，市 民 虞 先 生 拨 打 浔 阳 晚 报 热 线
8530000 反映，位于长虹北路天马建材家
居城与五金电器批发市场的交界处，停
有一辆“僵尸车”。虞先生称，这辆“僵尸
车”停在那条路有两年的时间，有碍车辆
通行。
虞先生告诉浔阳晚报记者，这辆“僵
尸车”是一辆大货车。天马建材家居城与
五金批发市场交界的那条路，原本就不
宽敞，每当车流高峰期的时候就容易堵
车，大货车一停就是两年，影响其他车辆
的通行。
昨日，浔阳晚报记者来到该路段，的
确看见一辆大货车。随后，浔阳晚报记者
向五金电器批发市场一户商家了解情
况。据工作人员介绍，自其一年前到店里
工作时，就看见大货车停在路上。
“一直停
在这里。”该工作人员介绍，这辆大货车被
对面天马建材家居城的一户商家当仓库
使用。当浔阳晚报记者问其是否见人驾
驶过这辆大货车时，该工作人员表示“没
人开过，但有人在里面装货。”
该工作人员还透露，车流高峰期，有
车路过时，大货车的确有碍车辆通行。同
时，浔阳晚报记者得知这辆大货车的车主
在天马建材城 A 栋一层 108 号经营一家物
流店。车主王女士告诉浔阳晚报记者，这
辆大货车并非“僵尸车”，而是自己店里正
在使用的车。
“专门装货用的，偶尔也开一
下。”她直言，
“我自己租的门店，门口还不
能停车？”王女士补充道，大货车没有到报
废期，
停在自己的店门口装货。

“春牙行动”九旬老人谎报年龄，只为把缺失的口福
“种”回来
截至目前，本报携手中山口腔医院举办的“春牙行动”
已为一批参与活动的缺牙者，提供了免费 12 项口腔诊疗，
其中一部分缺失牙者已经通过数字化种植牙技术“长”出
了新牙。作为活动举办方，呼吁缺牙人群重视缺牙问题。
以免由于缺牙引起老年心脏病、肠胃病、糖尿病、心脑血管
病、老年痴呆症和关节疾病及并发症。

制定了一套诊疗计划（数字化种植牙技术），刘大爷在认真
听过肖院长的建议后，刚毅果决地说：
“只要可以让他‘长’
出新牙，
能啃得动排骨、
吃得了苹果，
做什么我都愿意。
”

缺牙几十年，九旬老人
“刷新纪录”

“退休”
的牙齿，让九旬老人谎报年龄
鲐背之年，却无法正常饮食。装了满口活动假牙，痛
苦不堪，没有牙齿像噩梦一样缠绕着老人。九旬老人刘大
爷做梦都想长出新牙，却不得其法。在了解到浔阳晚报
“春牙行动”
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来到了中山口腔医院。
到中山口腔医院后，刘大爷向种植院长肖梁讲述了这
些年，没牙给他带来的痛苦和噩梦。以前有牙的时候，最
爱吃大闸蟹、啃排骨。随着时间一天天变老，牙齿是一颗
接着一颗掉落。从原来什么美食都咬得动，到慢慢苹果都

啃不了，大闸蟹、啃排骨更是想都不敢想！在交谈的过程
中，每当问询老人年纪时，
刘大爷却总是岔开话题。

数字化种植牙，一天
“长”出一生好牙
在详细了解刘大爷的情况后，种植院长肖梁对其进行
了详细的口腔检查，然后根据刘大爷牙齿缺失和身体情况

在经历了不到几个小时，刘大爷走出了手术室，这时
护士递上了一个苹果，大爷随即一口咬下去。看着被咬下
的苹果，大爷激动地握着肖院长的手，说出一句让人意想
不到的话：
“ 缺牙多年了，到过很多医院，医生见我年龄太
大，都说我这辈子牙齿是没办法了。所以今天刚来的时
候，我一直不敢说自己多大了。今年我 91 了！”一句话，让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惊。这之后带着满意微笑，刘大爷感
慨，
终于完成了他的梦想。
此次“春牙行动”为帮助更多的缺牙患者，获得免费 12
项口腔诊疗名额（征集人数：限 99 名）。本报提醒，请抓紧
时间报名，报名热线：0792-8182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