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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生生
今日青岛

为增强口岸辖区群
众法律意识，维护良好
的港区管理秩序，近日，
青岛边检站开展送法进
港区活动，为青岛港集
团员工进行普法宣传。

宣 传 中，该站专门
在执勤现场设置了普法
宣传展板，安排业务素质
过硬的民警作为流动法
律咨询员，随时解答码头
工人、群众提出的问题。
同时充分利用登外轮检
查、监护船舶等时机，向
港区船务公司、代理公司

发 放《 登 外 轮 人 员 须
知》、“反偷渡联系卡”、
违法违规举报联系卡、法
律法规宣传单等材料，深
入开展法制宣传，引导群
众自觉抵制和举报走私、
偷渡等违法犯罪活动。

截至目前，该站先
后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3 0

余人次，发放法律宣传
单 1 0 0 0 余份，征集意见
建议 2 0 余条，营造了和
谐 顺 畅 的 口 岸 通 关 环
境，收到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李勇 )

青岛边检站开展

送法进港区活动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潘旭
业 通讯员 马桂山 乔海强)

目前正值鱼汛期，很多渔船进
入货轮主航道内作业。8日，记者
乘坐海事巡逻艇来到前海团岛
海域，看到进出青岛港的主航道
上竟然有35艘渔船在作业。受渔
船影响，据了解，货轮每天进出
港停滞时间超过1个小时。

8日上午10时，记者乘坐青
岛海事局前海海事处的海巡701

轮，来到位于前海团岛海域的青
岛港主航道上。记者看到，这片
海域有很多渔船正在作业，仅在
人主航道上就有35艘渔船。主航
道上不时有大型货轮经过，行驶
时距离这些渔船不过几十米。前
海海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货轮的速度快吨位大，如果
有渔船不小心驶入这些货轮航
道的正前方，货轮紧急制停都来
不及。随后，海事处的工作人员

驾驶巡逻艇，将35艘在主航道上
作业的渔船劝离。

据青岛海事局前海海事处
副处长王福奎介绍，目前正值
鱼汛期，3月以来，每天都有大
批渔船集中在前海团岛海域捕
捞作业，部分渔船在进出青岛
港的主航道上拖网作业。而主
航道上每天都有大量货轮进
出，这些货轮的吨位一般都是
几万吨甚至几十万吨，速度往
往在10节以上。在主航道上作
业的渔船一旦被撞，就会造成
船毁人亡的严重后果。在大雾
天以及晚上这些海上能见度低
的时间段，更容易发生货轮与
渔船相撞的事故。据介绍，青岛
每年都会发生多起渔船被撞的
事故。

青岛海事处交通管理中心
值班长温连明告诉记者，进入3

月份以来，每天都有大量渔船
驶入主航道，平均每天因为渔
船进入中心航道导致的货轮进
出港停滞时间超过1个小时。为
尽量避免引起意外事故，管理
中心会在雷达扫描到渔船的位
置后，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即将
进出港的货轮。尽管如此，由于
很多小渔船上并没有安装定位
系统，管理中心很难将其准确
定位，所以小渔船驶入中心航
道的安全隐患依旧很大。

小渔船堵了主航道

货轮进出港每天停摆1小时

目前正值鱼汛期，每天都有大批渔船集中在前海团岛海域捕捞作
业。今年面条鱼丰收，捕捞量比去年同期至少提高了两成，一网下去，可
以捕上近百斤面条鱼。

本报记者 潘旭业 本报通讯员 马桂山 乔海强 摄影报道
收网喽

儿子自闭妻子患肺癌，

男子向社会求援

“谁能帮帮我！”
儿子患有自闭症，经过数月康复训练刚有所好转，妻子又被查出

肺癌。妻子每月化疗要花7000元，儿子的康复训练也不能放弃，高昂
的费用让在青打工的鲁刚不得不发出求救的呼声———“我快扛不住
了，谁能帮帮我！”

“我快扛不住了，但
又不能放弃妻子和儿子
的治疗，你们能不能想
办法帮帮我！”8日，一名
中年男子打电话向本报
求助。

这名中年男子叫鲁

刚，来自莒南，在青岛打
工3年。鲁刚告诉记者，
他的儿子鲁博成今年7

岁，患有自闭症，去年
从老家接来青岛后就
在青岛市儿童自闭症
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

练。“以前在老家时，根
本不会说话，但在康复
中心训练几个月后，确
实好转不少，还会叫爸
爸了。”正当鲁刚为孩
子的好转欣慰时，去年9

月份，鲁刚的妻子又被

查出患有肺癌。
妻子被查出肺癌

后接着就进行了手术，
每个月都要化疗。为了
省下每天 6 0元的住院
费，她做完化疗就马上
回家。

儿子自闭刚有好转，妻子又查出肺癌

6日，记者来到鲁刚
的家里，只见一间约有
10平方米的阁楼被隔成
了3小间，一家四口人
吃住都在这里。屋内没
有暖气，窗子的玻璃碎

了，用塑料纸糊上，一家
人吃的菜除了土豆就是
白菜。偶尔一周能买五
元钱的肉，也只给儿子
吃。陪着儿子做康复训
练的奶奶每天的午饭就

是馒头和干辣椒。
鲁刚说，妻子刚做

了第三次化疗，一次化
疗除了药费还要7000元
钱。儿子每个月的学费
要1800元，再加上每月

8 0 0元的房租，即便如
此，一个月的花费还是
得上万元。“我每个月拼
命挣钱也只能赚两千
多，现在家里已经欠了
十多万块钱了。”

欠债十多万，玻璃碎了没钱换

尽管妻子的病情
比较糟糕，但鲁刚夫妻
两个人更放心不下的，
还是他们7岁的儿子。

“孩子刚有好转，
如果停止治疗了，以后
就 没 用 了 。”鲁 刚 说 ，
他曾经也考虑过回老

家，至少可以不用付房
租，挣的工资也不比在
青岛少，但是因为那边
自闭康复训练不如青
岛 ，所 以 不 得 不 放 弃
了。鲁刚说，因为看到
了孩子康复的希望，他
时 常 告 诉 自 己“ 要 挺

住”。
了解到鲁刚一家

的困难，青岛市儿童自
闭症康复中心也给鲁
刚提供帮助。康复中心
的负责人高青说，他们
为鲁博成和他的奶奶
提供免费午餐。还有一

位热心家长，给鲁博成
交了今年1、2月份的学
费。

“我就是回老家砸
锅卖铁，也不能停止给
儿子的治疗。”尽管儿子
的康复路还很长，但鲁
刚却不想放弃。

“砸锅卖铁，也不能放弃儿子的治疗”

本报记者 李珍梅

一家四口人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阁楼里。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海事人员向渔民发放安全
警示材料。 潘旭业 摄

胶北镇多措并举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近年来，胶北镇为进
一步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管理服务工作，认真贯
彻宣传《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工作条例》，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权益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采
取措施，提升了流动人口
计生工作服务水平。

据悉，该镇采取多种
举措宣传《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工作条例》，以转变
流动人口婚育观念为切入
点，针对性地开展流动人
口政策法规、生殖保健、
计生知识的宣传，入户发
放宣传资料1万余份，利用

咨询、广播、张贴标语、
宣传车等多种方式，全力
营造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
务管理“一盘棋”的浓厚
社会氛围。为了推进流动
人口管理，该镇与公安、
工商、卫生等部门共同协
作，对流动人口管理严把
四关；即婚育证关、工商
执照关、查证验证管、怀
孕服务关。同时对辖区内
的 流 动 人 口 进 行 备 案 登
记、建档、建卡，实行随
机检查，动态管理。

该镇首先以强化服务
为主，免费向流入人口发
放生殖保健知识，艾滋病
预防等宣传资料；其次是
切实做好流入已婚育龄妇

女生殖健康检查，及时了
解并掌握已婚育龄妇女孕
情、育情和避孕节育措施
等情况，加强避孕节育生
殖健康科普知识教育；设
专人负责解决流动人口的
疑难问题，并按职责权限
及时办理，尽可能的解决
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将流
动人口计生工作纳入对各
村和相关单位的综合目标
考核，严格兑现奖惩，全面
考核各村计划生育率和服
务管理率，增强各村、各单
位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进
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
落实，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服务和管理工作不断取
得新的成效。

在今年的3 . 8妇女节、
3月 5号的学雷锋活动纪念
日来临之际，该镇计生协
会、妇联、团委联合开展
了“学雷锋”“庆三八”
计生宣传服务活动。活动
现场，计生工作者们向到
场的育龄妇女们表示了节
日的祝福，发放了计生政
策、生殖保健、预防出生
缺陷、艾滋病的防治等宣
传小折页；计生服务站医
生对育龄群众提出的生殖
健康和优生优育等相关问
题作讲解，并提供了体格
检查和妇科病查治等多项
服务。 (张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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