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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畑畑 整理

本报讯 这段时间，猪肉
价格连续飙升成了不少市民茶
余饭后的话题，猪肉价格上
涨，人造肉也成了热门话题。
中秋节时，“人造肉”月饼爆
红网络，美国的快餐巨头“肯
德基”“汉堡王”等也将人造
肉引入快餐食品中，“人造
肉”一时成为热议话题。“人
造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口
味怎么样？市民如何看待这种
食物？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我市暂无人造肉
月饼和人造肉汉堡

这段时间，提起“人造
肉”，关于它的议论就此起彼

伏，人造肉与传统肉到底有什
么区别？记者查询资料发现，
目前所说的“人造肉”有两
种，一种是由植物蛋白组合而
成的“素肉”，以豆制品为原
料，经过一番加工调味，达到
以素仿荤的效果。另外一种是
干细胞培育的类似肉，是从动
物体内提取干细胞，在生物反
应器中培育出的。目前市面上
售卖的都是植物肉。

记者了解到，上月引起热
议的“人造肉月饼”是人造肉
公司“珍肉”委托上海老字号

“老大房”加工的豌豆蛋白酥
饼，通过网络销售，每盒售价
88元，目前这款月饼已经下
架。那么，人造肉月饼在我市
能买到吗？记者走访了我市多
家超市、烘焙店了解到，今年
我市销售月饼的种类虽然很

多，各种肉类馅饼也有好几
种，但并没有人造肉月饼销
售。每年中秋都售卖月饼的烘
焙店老板孙女士告诉记者，中
秋前“人造肉”月饼开始售卖
的时候，她的很多同行都买了
来尝尝鲜，“我也尝了一个，
是仿牛肉味的，嚼着没有真牛
肉来得香，但总体口味不错。”

此外，今年8月，快餐品
牌汉堡王推出了“人造肉”汉
堡，随后肯德基推出了“人造
肉”炸鸡，赛百味也宣布从 9
月开始试推人造肉三明治。记
者也分别致电询问了我市几家
肯德基、汉堡王门店，店员均
表示没有推出人造肉产品。

人造肉食品还不
少，市民接受度高

虽然我市吃不到人造肉月
饼和汉堡，但其实人造肉早已
不是只存在于新闻报道上的新
鲜事物，在我市的超市、副食
品店都能看到人造肉食品的身
影，只是产品名称标识为“素
肉”，没有标识“人造肉”而
已。

在华润万家香格店，记者
就看到了各类素牛筋、素肉肠
等素肉产品，在乌山路上的一家
副食品店里，素肉丸、素牛排、
素鸡腿等素肉产品更是琳琅满
目，一位正在购买素鸡腿的余阿
姨告诉记者，自己儿子很喜欢吃
这款素鸡腿，“口味有点咸有点
辣，但蛮好吃的，家里人都能接
受这类素肉，前段时间还专程
去吃宜家的素肉丸子。”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
市民对大豆等植物做的人造

肉都表示接受。常常去素食餐
厅吃素肉的周女士告诉记者，
素食店内素牛排、素肉肠比比
皆是。周女士表示，这类产品
调味料浓，在口味上跟真肉差
别不大，但口感上不太像新鲜
肉类，更像面粉比例较高的午
餐肉。“这类素肉说白了就是豆
制品，我身边的朋友都能接
受，健康又美味，要是口感上
做得更像真肉就更好了。”

当然，对新推出的人造肉存
在好奇的市民也不少，市民宋先
生告诉记者，因为没吃上“老大
房”的“人造肉”月饼，他特地
购买了“老大房”的一款素火
腿。“这款也是牛肉味的，有些
像手撕牛肉，就是相比真牛肉嚼
劲有点不一样，但价格实惠也健
康。若是推出其它素肉产品，我
肯定还会买的。”

爆红的“人造肉”月饼我市暂无销售

猪肉贵吃“素肉”？
人造肉食品可不少

本报讯 因用电问题，厂
区承租方与出租方工作人员引
发矛盾。承租方一气之下，将
总电闸关掉。过后，承租方发
现，唯独自家工厂用电没被恢
复，将怒火喷向出租方工作人
员。该纠纷经当地派出所调解
算是解决了，但承租方总觉忿
难平，随后将出租方工作人员
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因突然
停电影响自家工厂生产的一切
损失。日前，市人民法院审结
了该案。

今年4月，法院受理了一
起案件，原告是桥头某鞋厂，
被告是市民老北（化名）。

原告的经营者袁先生（化
名）称：原告当时租用了桥头

一家规模较大鞋厂的老厂区，
从事鞋底生产。被告老北是出
租方的工作人员。2018年7月
10日中午，老北以整个厂区
用电负荷过大为由，要求原告
停产让电。袁先生不同意，便
与老北发生了争执，但很快被
旁人劝散。之后，被告为了泄
私愤，随即私自将连接厂区配
电间原告的电缆拆下，切断了
原告车间电源，导致原告所有
机器设备停止运转。后来，原
告多次与被告交涉，被告仍蛮
横地阻止原告接通电源，直到
下午6点被告下班，原告才得
以自行接通电源恢复生产。袁
先生认为，7月是自家鞋厂的
旺季，每日出货任务繁重，被
告行为造成工人窝工、当日订
单无法完成，还致使4台圆盘
注塑机因突然停电而被卡死，

损失严重。要求被告老北赔偿
原告损失的工人工资、圆盘注
塑机螺杆拆装费及赔付订货单
位的违约金等，合计 3.8万余
元。

纠纷的另一方，被告老北
全盘拒绝了原告的诉请。“第
一，原告损失由其自身原因导
致，且被告系在履行职务，原
告无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第
二，原告无证据证明各项损失
真实存在。”在老北看来，该
起纠纷当时公安机关已经调解
并处理完毕。

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
样的？经查，2018 年 7 月 10
日中午，出租方厂区配电房告
知袁先生，要求做鞋底的用电
大户有序让电，却遭到袁先生
拒绝。双方发生口角后，袁先
生一气之下动手将厂区总电闸

关掉。被告老北也“不好
惹”，在恢复厂区用电期间，
让厂区电工把原告电源线拆
除。袁先生发现厂区其他区域
已恢复用电，唯独自己这边的
车间迟迟没有电后，找到老北
质问。话不投机，怒火中烧的
袁先生动起手来，致使老北受
伤。因停电，事发当天下午，
原告找人拆装圆盘注塑机螺
杆，支付了 1200元的拆装费
用。

事后，2018年7月底，原
告退租。至于袁先生和老北因
用电纠纷所发生的动手事件，
当地派出所民警组织双方进行
了调解。同年 9月底，双方最
终达成协议，由袁先生赔偿
老北医疗费等 8500元，赔偿
金额当场付清，纠纷到此了
结。据了解，在整个调解过程

中，老北提供了医疗发票等，但
袁先生没有提到自家工厂有否因
此事造成损失以及折抵问题。

经过先后两次审理，法院认
为，当事人因过错行为导致他人
损失的，应承担其过错程度相适
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
请求被告赔偿责任违约金、工
人工资，却无证据证明损失的
实际产生，故不予支持。再
者，因螺杆拆装费的产生系机
器断电引发，但本案中，原告
袁先生在事发前同样有拉下厂
区总电闸的行为，本案并无确
切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失系被告
让电工拆总电源线导致，即无
证明原告损失系被告行为导致，
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螺杆拆装
费，法院也不予支持。最终，法
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请，案件受理
费由原告承担。

承租方与出租方互怄气
你拉总闸我拆电源线

本报讯 为了哄骗老婆，
让婚姻继续维系，丈夫竟然想
出了伪造银行存单和房产证的
馊主意。直到老婆持存单和房
产证照片去查证时被识破。结
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老婆发
现自己被枕边人诓骗后选择离
婚，这场荒唐闹剧的主角也受
到法律的制裁。

今年 4 月 11 日本报曾在
A3 版刊登 《晚年再婚也有

“闪婚闪离”》一文，离婚案
的主角是 60 来岁的蔡大叔
（化名）和比他小17岁的文女
士（化名）。

2017 年初，文女士与前
夫的婚姻产生裂痕，之前同样
有过一段婚姻的蔡大叔走进她
的生活。认识文女士后，蔡大
叔对她是百般讨好，表示自己
财力雄厚，完全可以让文女士
在后半生过上富足的生活。

在蔡大叔的“糖衣炮弹”
攻势下，文女士与前夫办理离
婚手续，之后和蔡大叔领证结
婚。可再婚后，文女士时常流
露出对这段有巨大年龄差的感
情的不安全感。2017年八九
月间，两人因经济问题持续争
吵。为维系婚姻，蔡大叔拿出
了一张面额为 80万元的中国
工商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存单，
一张面额同样为 80万元的邮
政储蓄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存
单，还有两本房产证。

“稳住”妻子文女士后，新
的“麻烦”又找上门。当时，蔡
大叔因做生意等向他人借过钱，
面对债权人时不时地催讨，为了
证明此前自己因财务问题被人诉
至法院的案件已了结，蔡大叔出
示了一张有“慈溪市人民法院”
字样印章的结案通知书，声称只
要自己手上有现钱了就会尽快将
钱还清。

到了2018年9月，眼看着蔡
大叔放在自己手里的那张工商银
行的 80万元 10年期存单即将到
期，文女士去银行咨询，这才发
现是假的。不查不知道，原来，
当初自己看过的另一张 80万元
存单和两本房产证，都是蔡大叔
通过路边小广告找人伪造的。就
连那张结案通知书，也是假的。

这下，蔡大叔的麻烦大了。
经查，除了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蔡大叔还在 2017年 11月某日，
在生意合伙人戚女士家里，通过
上述伪造的银行存单骗取过她的
信任，以急需用钱到法院结案为
由，骗得 8000元。2018年 1月
某日，蔡大叔通过上述相同方
式，又从戚女士处骗得3500元。

最终，法院判决如下：蔡大
叔因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判
处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4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 8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
年4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责
令退赔戚女士的经济损失 11500
元；查获的伪造存单，予以没
收。

为维系婚姻
丈夫伪造存单和房产证本报讯 俗话说，兔子不

吃窝边草。不过，租住在白沙
路街道某酒店公寓的三位女
士，还真遇上了爱吃“窝边
草”的“兔子”。她们放在房
门口或晾衣处的衣鞋，就被住
在同一楼层的邻居“看上了”。

今年2月下旬的一天，租
住在白沙路街道某酒店公寓三
楼某室的邵女士，发现自己前
一天洗完晾晒在三楼东侧晾衣
区的一件保暖内衣“失踪”
了。心想肯定是被人“顺手牵
羊”了，本也没指望能找回
来，结果大概过了一个星期，
那件保暖内衣又回来了，被人
放在了邵女士的房门口。

无独有偶，同样租住在该
公寓三楼的胡小姐，在3月初
的一天，发现自己挂在楼道西
侧晾衣处的一件大衣没了。胡
小姐因此找物业工作人员查
看了楼道监控，发现自己的
大衣是被住在同一层的一位
中年女子拿走的。一样租住
在该公寓三楼的何小姐，是在
3月中旬的一天，发现自己放

在房间门口鞋柜上的4双鞋不
见了。虽然都是已经穿过一段
时间的鞋子，但不想就此饶了

“偷鞋人”的何小姐选择报了
警。

经查，偷三位女士衣鞋的
是同一人，就是住在跟三人同
一层的胡某。据了解，胡某没
有固定职业，先前都是捡一些
邻居丢弃的东西回自己的住

处，后来胆子大了起来，眼红起
别人晾晒出来的衣物和放在鞋架
上的鞋子。

据悉，胡某先后三次所偷衣
鞋总价值550元。案发后，部分
涉案物品已退还，胡某又分别赔
偿胡小姐、何小姐400元，取得
了两人的谅解。最终，胡某因犯
盗窃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缓
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衣服和鞋子接连失踪 原是邻居顺手牵羊

@胡胜杰围脖：十
月，紫荆树开出了它今年
的第一朵花！

（10月6日8时26分）

为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理
念，营造全民运动的良好氛
围，近日，宗汉街道组织开展
了“欢乐彩跑，逐梦新城西”
彩跑活动。各村社区、机关企
事业工会会员200余人参加了
此次活动。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员 罗柳红

欢乐彩跑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路余 沈玮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王萱 胡慧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路余 史梦诗

■全媒体记者 杨昀

微信网友Merry：猕猴桃汁+百香果汁+蜂蜜，姐姐特
调果汁，妹妹的特级待遇，爸爸妈妈只有一口！

（10月6日18时01分）

微信网友旺妈：抓住假期的尾巴，去采红菱，小家伙在
见到红菱之前以为是长在泥土里的，小小的盆小小的人，感
受秋天的硕果，涨了知识又好玩！

（10月7日13时1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