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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种菜好看又好吃
北京农学院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韩莹琰说，
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在阳台种植蔬菜。如果
是朝南向的阳台，
阳光充足，
几乎适合种植所有种类的蔬菜。如果阳台是朝北向的，
阳光不太充足，
就可以选择种植比较耐阴的木耳、
生菜等。
（摘编自《北京晚报》
《新商报》
）

种菜新手可从生菜开始
阳台种菜不分季节，保证
温度、
光照、
通风好就行。最适
宜阳台种植的蔬菜有生菜（种
菜新手第一次种菜，可以从生

菜开始）、小白菜、菠菜、油菜、
樱桃小西红柿（看花又看果，
观
赏性强）、丝瓜（有避光需求的
可以尝试种些丝瓜、
佛手瓜）。

种菜步骤一点也不难
所需材料与工具：花盆、
基质、托盘（适合花盆大小）、
喷壶、
废旧筷子、
报纸等。
种生菜：1.挑选颗粒饱满
的种子浸泡 4-6 小时待用。
2.把托盘放在花盆下面，将基
质倒入盆中，用自来水浇透基
质。抚平基质，挖出 1 厘米深
的 孔 ，放 入 泡 好 的 种 子 2-3
粒，覆土盖上报纸；出芽后可
掀开报纸，将芽苗放在阳光充
足的地方。3.3-4 天后长出
小 苗 ，放 在 光 照 温 度
（15-20℃）适宜的环境中，3
天浇一次水（可据天气适当调
整）。4.当植物长出 6-8 片大
叶子时就可以采收了。采收
时不要一次采光，留下生菜心
可以继续生长，几天后还能继
续采收，植物生长 50 天后，需
换新的种子重新种植。

手机乱扣费
多因外呼营销
大量手机扣费纠纷源
于运营商的电话外呼营销。
一位运营商的资深员工
称，
客服经常给用户设套，
一
旦用户不经意说了
“好的”
或
类似同意的表述，
就会被电话
录音作为开通业务的凭证。
不少用户反映，在电话推销
流量套餐升级或优惠服务
时，
话务员的介绍语速快，
服
务内容缺乏详细介绍，客户
很容易出现理解偏差。有的
外呼客服刻意模糊收费内
容。一些免费赠送有使用时
限，
过了就会收费。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建议，
如服务商违反自己的意愿提
供订制消费服务，
涉嫌欺诈，
消费者可要求经营者“退一
赔一”
。
（摘编自
《广州日报》
）

种樱桃小萝卜：步骤 1-3
与种植叶类蔬菜相同。樱桃小
萝卜属根用蔬菜，为了食用安
全，
不施加营养液，
改添加含菌
种的生物有机肥。幼苗长出
2-3片后，
茎变长，
需要在根部
埋上一些基质，固定植株。樱
桃小萝卜长到直径 2-3 厘米，
露出基质即可采收。
种樱桃小番茄：步骤 1-3
与种植叶类蔬菜相同。出真
叶后，可晒太阳，但此时要保
持水分。樱桃小番茄喜阳，即
使三伏天，也不用遮阳，只要
每天给足水分。番茄苗分叉
后，将下面的枝条剪除。花盆
要放置在有风的地方，开花和
结果期间要追肥。如果开花
太多，要及时摘除部分花朵。
如果果子太多，也应摘除，否
则养料跟不上。

阳台种菜常见问题有答案
问：
怎样选择合适的容器？
答：
除花盆外，
家里的塑料
盆、
废水桶、
泡沫箱甚至礼品盒
等都可加以利用；如果种植果
菜类蔬菜，
如黄瓜、
西红柿，
则需
要深度在20厘米以上的容器。
问：
蔬菜种苗哪能买？
答：通常在超市、花市、菜

市场、农艺市场、种子门市部
等地方可以买到需要的种子
或秧苗。直接购买秧苗回家
移栽，
是较容易、
快速的办法。
问：
如何选择土壤？
答：建议选园田土，也可
以购买含生物有机肥的基质，
最好不要全部使用天然土壤。

民间借贷需防止债权过期
民间借贷（此处只谈基于
亲戚、朋友、同学等熟人关系
发生，形式一般表现为借条或
欠条的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中
的出借人应该及时要债。如
超过诉讼时效起诉，会产生借
款得不到法院支持的不利后
果，这就是通常说的借款过期
情形。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诉讼时效指权利人在法定
期间内不行使权利，义务人便
享有抗辩权，从而导致权利人
无法胜诉的法律制度。
《民法总
则》第 188 条规定：
请求保护民
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3
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
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
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自权利
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 20 年的，
法院不予保护。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如双
方约定还款期限，诉讼时效的
起算点一般为期限届满之日的
第二天开始。例如，钱某向朋
友 孙 某 借 款 20 万 元 ，约 定
2015年12月28日前一次性还
清，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
2015 年 12 月 29 日，截止时间
为 2018 年 12 月 28 日。如果
孙某在这期间从未向钱某索要
借款，超过 2018 年 12 月 28 日
才向法院起诉要求钱某还款，
那么只要钱某提出诉讼时效的
抗辩，孙某的诉讼请求就得不
到法院的支持。但如果孙某在
2017 年 5 月 1 日向钱某发出书
面的催款函且钱某签收，则诉
讼时效在钱某签收催款函之日
起重新开始计算，重新计算的
诉讼时效仍是三年。诉讼时效

的中断没有次数限制，以最后
一次中断的证据为准。但不管
中断多少次，从权利被侵害之
日起不得超过20年。
实践中，出借人往往碍于
情面，没在法定期限内及时要
债或向法院起诉，导致白白丧
失胜诉权。还有些出借人在履
行期间也上门讨债了，但因没
有留存催债证据，导致诉讼请
求得不到法院支持。提醒出借
人为保护自己的债权，可要求
借款人在诉讼时效届满前更换
新的借款凭证。如若对方不配
合，
可采取保存聊天记录、
电话
录音、
发催债函件、
律师函或去
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等
方式，
留存催债证据中断诉讼时
效，
变被动为主动，
以实现自己
的权利。
（摘编自《三晋都市报》
）

豇豆农残超标多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管
局最近通报 2018 年省级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相关
情况。在不合格食品批次
中，有 9 批次豇豆因为“灭
蝇胺”
（农药）超标而变成
不合格蔬菜。
为什么豇豆的“中枪
率”较高？对此，江苏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
副局长柳位林解释，因为
灭蝇胺是一种新型农药，
它想要杀虫，必须经过蔬
菜吸收，然后才作用于害
虫，所以农药残留周期较
长，需停用一段时间后食
用。豇豆的虫多数在豆荚
里面，所以需要用这种新
型的农药灭蝇胺，而一些
种植户为了“卖相”好，用
药时可能没有按农业部规
定的剂量使用，也没有按
规定的采摘期进行采摘，
从而导致超标。
如何降低蔬菜中的农
残？柳位林说，在检测中，
检测人员也发现，清洗和
不 清 洗 ，结 果 差 别 较 大 。
所以，柳位林建议多清洗
多浸泡，瓜果蔬菜最好清
洗 2-3 次 ，浸 泡 4-5 分
钟。
（摘编自《金陵晚报》
）
■萌宠照护

狗狗寄养产子
小狗归谁
北京的王女士到上海
女儿家探亲一个月，
决定将
宠物狗放在宠物店照料。
回来后发现宠物狗在宠物
店生下了小狗。原来当初
离家探亲时，
小狗已怀孕一
个月。王女士随即要求将
小狗也一起带回家，
却遭到
了宠物店的拒绝。
北京市昌平区霍营人
民调解委员会解释：
小狗是
大宠物狗的天然孳息（按物
质的自然生长规律而产生
的果实与动物的产出物），
王女士将宠物狗放在宠物
店寄养照料，
是宠物狗的所
有权人，
宠物店为保管人。
小狗的归属为王女士所有，
但宠物店为小狗的出生和
照料投入了人力、物力，王
女士若要取回小狗，
有义务
偿付宠物店为小狗实际支
出的必要费用。
（摘编自《北
京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