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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地有雨降秋燥，挺好

沿海会有风暴潮，挺险

本报济南8月21日讯 (记者 王茂林 ) 送走“末
伏”，天气越来越凉快。省气象台预报员说，预计近三天，内
陆地区最高温32℃左右，沿海地区29℃左右，局地有降水。

预报员说，受今年第12号台风“潭美”影响，近三天
鲁东南、半岛等地预计有降雨，其中，22日夜间到23日
白天，鲁南和半岛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但不
太好的消息是，山东省海洋预报台下午四点发布了风
暴潮消息，说是受“潭美”影响，预计22日傍晚到23日夜
间，山东岚山至石岛岸段将先后出现较强风暴潮过
程，日照市海上搜救中心还相应发布了海上风险蓝色
预警。这几个地区可就要注意防范了！而没有降水的
地区天气则以多云为主，内陆地区白天高温在32℃左
右，沿海地区在29℃左右，还是蛮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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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还还没没医医保保，，爸爸妈妈挺挺难难的的””
父母都是集体户口，五个月大的娃儿落户口成难题

本报济南8月21日讯(记者
杜洪雷 ) 还不到5个月的女儿
琪琪患上了未查明病因的疾病，
周女士一家目前已花掉了8万块
钱。但让周女士更心焦的是，由
于她和丈夫都是集体户口，女儿
落户不容易，直接导致没法办理
新生儿医保。

2 1 日 ，济 南 市 儿 童 医 院
PICU病房冰冷的铁门外，12天
没见到女儿琪琪的周女士，忍不
住思念，拿出手机一遍遍地翻看
之前的照片。

周女士说，今年7月23日琪
琪咳嗽几声后喘气变得很粗，在

青岛市儿童医院就诊时，病情急
剧恶化，治疗一段时间后仍未见
好转。8月9日，周女士带琪琪来
到济南儿童医院求医。

“现在一天要花3000多元，
都是借的。”周女士说，为给琪琪
看病，他们已经花了8万块钱，但
琪琪的病情并未好转。“医生说
现在病因不明，建议我们到北京
的大医院进行治疗。”但费用成
了琪琪看病的拦路虎。

给女儿办新生儿医保是周
女士想到的办法，通过医保能解
决一部分医疗费用，但因女儿户
口问题未能办成。原来周女士和

丈夫都是集体户口，“我丈夫今
年研究生毕业刚找到工作，还是
学校的集体户口，没办法让女儿
落户；我户口所在辖区的派出所
说不符合落户条件，没法接收。”

21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周女
士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户政部门。

“如果周女士的集体户口所在单
位没有破产的话，她女儿应该是
可以落户的。”青岛市公安局黄
岛分局户政部门工作人员了解
情况后说，他们已经联系上周女
士，正在核查其集体户口的情
况，积极协调其女儿的落户事
宜。

纸条征集令

济南袁女士递纸条：马上
“处暑”了，夏天结束秋天要来
啦！这时节该如何“贴秋膘”？什
么样的体质适合“贴秋膘”？

本报记者李钢传答案：“贴
秋膘”并不一定要“大鱼大肉”,

省千佛山医院中医科专家周霞
说，“贴秋膘”要因时因地因人
而异，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要“贴秋膘”，不妨先看看
为啥要“贴秋膘”。传统认为夏
季昼长夜短，活动时间多，体能
消耗大，得不到充足休息，加之
食欲不振，身体可能会消瘦，阳
气也会有亏损，这称为“苦夏”。
因此，按照中医理论，进入秋天
后要进补，即“贴秋膘”。

“贴秋膘”要因时而异。初
秋时节，暑气未完全消退，且此
时人们因喝冷饮、吃冻品等多
有脾胃功能减弱现象，所以应
以清补为主，可适当多食山药、
莲子等。若过多食用温热食物
或者药物，如羊肉、狗肉、人参、
鹿茸、肉桂等，极易加重秋燥。

体质不同，进补也不同，如
湿热、寒湿等体质就不宜大量进
补。周霞说，脾虚者、胃火旺者以
及老人儿童进补更要注意：脾虚
的人常常会食少腹胀、食欲不
振、肢体倦怠、乏力、时有腹泻，进
补前可适度吃点茯苓饼、山药、
小米等；胃火旺者，常会胃中灼
热、喜食冷饮、口臭、便秘等，进补
前可适度摄入些苦瓜、黄瓜等清
除胃火；老人和儿童因消化能力
较弱，进补前可适量吃点山楂、
白萝卜等消食健脾的食物。

一般人在家食补或药膳即
可。慢性病或亚健康、体弱抵抗
力差的人，也可选择膏方进补，
但需膏方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
指导。

高校进入开学季

济烟今起增临客

本报济南8月21日讯(记者 宋磊 通讯员 吕传
来 王学锋) 为应对近期急剧上升的学生客流，济南
铁路局将从22日起，在济南烟台之间增加一对临客。

济南铁路局工作人员说，8月23日至9月9日，济南
至烟台每日加开K8291次列车，济南站开车时间为0：55，
到达烟台时间为7：21；8月22日至9月8日，烟台至济南每日
加开K8292次列车，烟台站开车时间为15：03，到达济南时间
为22：25。全程票价为硬座75元，硬卧142元(下铺)。K8291/8292

次为空调车，全列定员1310人。
这对临客加开后，济南每天到达烟台的旅客列车

达11趟。
济南火车站工作人员说，这段时间出门旅客最好

选择错峰出行，合理安排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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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到旅顺

明起有轮渡了

本报东营8月21日讯(记者 张婧婧 通讯员 国
文浩) 23日之后东营到旅顺将有轮渡啦！21日，东营市
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说，东旅客货滚装运输航线(简称
东旅航线)将于8月23日通航，这是东旅航线在停运16

年之后的复航。
工作人员说，东旅航线复航后将由“长山岛”号客

货滚装轮运行，23日13时“长山岛”号将由东营开往旅
顺，24日23时从旅顺返回东营，25日13时从东营前往旅
顺，当日23时从旅顺返回东营，此后将按照25日运行时
间航行，每日一班，航行时间为单程9小时。

“长山岛”号根据仓位不同分为七种票价，今年国
庆假期结束前购票可享受优惠。目前，乘客只能携带
身份证到候船大厅购买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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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生活中是不是常会被些
问题困扰？或者常会抱怨一些事
情太琐碎，急于找到小窍门？您
有问题，我们帮找答案！有问题
就给我们递个“小纸条”，我们会
将答案及时“传递”到报纸上。如
果您的问题关注度足够高，还会
有100元的奖励哦！拨打96706，我
们一起提问题找答案挣奖金！

本周一的纸条大爆发，真就
导致了发奖金的爆发啊，提问

“家长如何引导小学新生适应学
校生活”的张先生，还有咨询“三
岁宝宝感冒发烧适合吃哪种药”
的唐女士，你们的问题在读者中
关注度都是很高的哦，为此你们
可以凭借暗号——— 你们的电话
号码，把地址留给96706的接线妹
子，以便我们把百元奖金寄发给
你们，同时恭喜获奖！

相关链接

双集体户口

父母的难题

德德州州生生姜姜步步入入““涨涨价价模模式式””
一月内价格翻一番，最高7元/斤

本报德州8月21日讯 (记者
王乐伟) 自6月中旬以来，德

州市区生姜价格启动“涨价模
式”，目前零售价已涨到六七块钱
一斤，批发价也到了四块多钱一
斤，较上个月翻了一番。

“上个月一斤三块钱左右，
现在一般的要六块，好点的七块
钱左右。”21日，市民张立群说，现
在卖姜商家的说法都变了，“都说
六毛钱一两，不说多少钱一斤。”

批发价也涨了。2 . 2元/斤、
2 .7元/斤、4元/斤，这分别是7月4
日、7月20日和8月19日德州黑马
农贸市场的生姜批发价格。

据悉，德州市场的生姜主要
来自莱芜等地，近期价格上涨是
受供求影响，与去年生姜价格低、
菜农种植面积减少有关。

本报见习记者 于鹏飞
本报记者 李涛

同是生姜产地，莱芜与潍
坊生姜收购价变化不一致。莱
芜姜收购价最近一直涨，而潍
坊姜收购价变化不大。

“5月份生姜收购价是1 . 5元
/斤，6月份涨至2 . 2元/斤，8月中
旬收购价达3元/斤左右。”从事多
年生姜收购生意的莱芜市民王
先生说，这与莱芜生姜种植面积
减少有关。莱芜统计部门数据显
示，2011年莱芜生姜种植面积为

10万亩，2012年减为8万亩，2013

年减至5 . 9万亩。
而潍坊姜价较为平稳，黄姜

地头收购价每斤3元左右，鲜姜每
斤2元左右。潍坊市生姜研究所所
长、潍坊生姜行业协会副会长张
其录说，最近潍坊鲜姜价格变化
不大。此外，因在种植之前告知了
姜农姜价走势，今年潍坊的生姜
种植面积在40万-45万亩之间，与
去年相比增加5%左右。

此外，潍坊姜农王师傅说，
黄姜现在每公斤五六块钱，近期
变化不大。

莱芜姜收购价微涨，潍坊变化不大

产地探价

12天没见到女儿，周女士只能看这张照片。 本报记者 杜洪雷 翻拍

根据山东省人口计生
委下发关于方便群众办理

《计划生育服务手册》(也
就是俗称的准生证)的实
施意见中规定，对申请办
理《手册》的育龄夫妻，尤
其是对于流动人口、集体
户、空挂户等特殊人群申
请办理《手册》的，实行首
接责任制。当事人现居住
地或一方户籍所在地均为
办理《手册》的责任单位，
群众首次到哪个单位申
办，就由该单位负责到底。

根据《山东省集体户
管理工作规范(试行)》规
定，对于集体户成员的出
生人员应根据下列情况予
以处理：

1、新生婴儿父母双方
一方为集体户，另一方为
家庭户的，应按照经常居
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将
新生婴儿户口登记在父或
母所属家庭户之中。

2、新生婴儿父母双方
均为集体户，且确无直系
亲属可以投靠又无合法固
定住所的，可按随父或随母
原则暂时办理出生登记。

集体户口的情况非常
复杂，有的是没有房子的，
有的是有房子但在实际住
处无法落户的，有的是因
为家庭纠纷导致集体户口
的。如果孩子也是集体户
口，同时父母也没有购买
住房，济南市教育局的工
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这种情况一般由区教
育局教育科协调入学，“保
证有学上，但具体上哪所
学校待定。”

“孩子为集体户口，可
协调入学”，记者采访得
知，我省其他市也多采取
这种办法。青岛市市北区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对
于集体户娃娃的入学，原
则上是按照集体户户口所
在区域周边找有接纳能力
的小学上。

娃娃证咋申办？

孩子户口咋登记？

孩子入学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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