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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启动职工互助保障活动

在在职职职职工工可可享享住住院院““二二次次报报销销””

本报青岛1月11日讯（记者
周衍鹏） 为提高自家手机店的

“竞争力”，招揽更多生意，店老板
徐某竟“兼职”为顾客提供淫秽视
频下载服务，通过电脑向客户的
手机存储卡或U盘复制淫秽视频
获利。日前，经法院审理，徐某犯
复制、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5000元。

徐某在即墨市经济开发区经
营一家手机通讯店。因为同一条
街上的同行较多，为了提高“竞争
力”，他竟提供淫秽视频下载服
务。2 0 1 1年 1 1月 8日，徐某通过电
脑向市民高某某的手机存储卡内
复制淫秽视频文件 3 9 个，获利 5

元。接到报案后，民警将徐某抓
获，并从其电脑主机内查获淫秽
视频文件 7 0个，其中有 3 9个视频
文件与公安机关从高某某手机存
储卡内提取的视频文件相同。后
经公安机关审查鉴定，以上视频
文件均为淫秽物品。

同年11月11日，徐某被刑事拘
留，13天后取保候审。之后，徐某便
玩起了人间蒸发。2012年7月，公安
机关对徐某上网追逃。2014年4月28

日，自觉无路可逃的徐某到公安机
关投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徐某无视国
家法律，以牟利为目的，复制、贩卖
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复制、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应依法
惩处。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本报滨州1月11日讯（记者
王晓霜 通讯员 张立滨）
9日，滨州市职工互助保障活

动正式启动，今后，职工患病可
获得一定互助金。记者 了 解
到，从即日起，滨州市属于城
镇职工基本医保保障范围内
的在职职工每人只需一年缴
纳130元会费，在互助保障有
效期内，生病住院即可享受
基本医疗保险自费部分70%
的“二次报销”，重大疾病可获
得1万元互助金，意外伤害最高
可领4万元。

参加互助保障活动的在职
职工，互助期内按照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指定医院住院所
发生的符合当地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医疗费
用，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对
剩余的职工个人自负部分给予
补助并对重大疾病、意外伤害
等实行综合互助保障活动，也
就是职工可享受“二次报销”。
根据互助保障活动规定，在
滨州市辖区内，凡身体健康，
能 够 正 常 参 加 所 在 单 位 工
作，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保障范围内16至60岁的
在职职工都可以向其所在单
位工会申请参加，组织形式
以基层工会为单位团体入会。
会费标准为每年每人130元，高
危行业为135元，会费由所在单
位行政、工会负担70%，职工个
人负担30%，也就是说个人只

需缴纳39元即可。本期互助保
障活动从会费缴纳次日零时起
生效，一年为一个互助期。

互助保障主要针对生病住
院、重大疾病、意外伤害三种情
况。参加本活动后，在互助保障
有效期内，基本住院互助金按
照统筹基金范围内个人自付
部分医疗费的70%领取住院
医疗互助金，同一保障期内
只能领取两次住院医疗互助
金；门诊特病互助金按照个
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的50%领
取互助金，同一保障期内只
能 领 取 一 次 门 诊 特 病 互 助
金；大额医疗补助互助金按
照个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的60%
领取，最高不超过5000元，同一

保障期内只能领取一次大额补
助互助金。会员首次确诊患有
15类重大疾病的一种或者多种
时，在本活动生效30日（含）内，
不给付互助金；在30日后90日

（含）内，一次性领取慰问金
1000元；在90日（不含）后，一次
性领取10000元重大疾病互助
金。会员因意外事故、烧烫伤
导致残疾时，最高可以领取
伤残互助金10000元，导致身
故的，其家属一次性领取身
故互助金20000元；会员因病
住院期间发生意外事故、烧烫
伤导致残疾时，最高可领取伤
残互助金20000元，导致身故
的，其家属一次性领取身故互
助金40000元。

菏菏泽泽妈妈妈妈一一胎胎生生下下““一一龙龙四四凤凤””
最小的孩子体重只有0 . 5公斤，一个女孩不幸未能保住

复制淫秽视频

手机店主获刑

人类妊娠多胞胎的
概率只有10万—20万分
之一。其中，双胞胎的概
率是1/90，三胞胎的概率
是1 / 8 0 0 0，四胞胎的概
率是1/700000，而生育五
胞胎的几率则为六千万
分之一。菏泽东明的一
位妈妈一胎生下“一龙
四凤”。因为早产，孩子身
体虚弱，其中一个女孩未
能保住。一个农民家庭如
何同时养育4个孩子？初
为父母的他们感到喜悦，
也有些发愁。

五胞胎早出生，最大的孩子体重1 . 135公斤

1月9日下午，在菏泽市立
医院的产房外，来自菏泽东明
县小井乡东紫荆村的张永立寸
步不离地守候在门外，满脸焦
急。此时，怀孕7个半月的妻子吴
俊平正在产房内待产。张永立很
担心，因为在4个月前的一次孕
检中，妻子被查出怀有5个宝
宝，如今又面临早产，很危险。

9日19时许，随着一声婴儿

的啼哭，张永立脸上的表情反
而紧绷了起来，因为还有4个孩
子未出生。直到21时许，医生告
诉他母亲和孩子平安的消息
时，张永立才长出了一口气，心
中的石头落了地。

10日上午，因刚刚生下五
胞胎，躺在病床上的吴俊平仍
很虚弱。值得庆幸的是，吴俊平
虽属早产，但是顺产。

张永立说，妻子贫血，血压
高，为了妻子的安全，他曾考虑
过减胎。“当时医生称，若减胎，
妻子和5个孩子随时有生命危
险或导致以后不再怀孕。”张永
立才打消了减胎的想法。

菏泽市立医院主任医师戚
巧云介绍，吴俊平生下的五胞
胎为四女一男，最大的体重
1 . 135公斤，最小的体重只有

0 . 5公斤。“虽然孩子们已经出
生，但是由于孕妇早产，又是五
胞胎，孩子身体虚弱，危险依旧
没有解除。”

“心疼的是，因为早产的缘
故，又是五胞胎，一个女儿未能
保住，出生不久就走了。”吴俊
平不停地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无论多难，我们都要保全4个
孩子。”

原以为是双胞胎，孕检结果是五胞胎

张永立今年34岁，妻子吴
俊平小他3岁，两人2008年结
婚。2014年6月，妻子怀孕。怀孕
后的吴俊平渐渐发现自己和别
人不同，自己的小腹偏大。开

始，吴俊平并未在意，以为只是
胎儿大的原因，后来一名产科
医生看到她后，称她可能怀有
双胞胎。2014年9月，吴俊平的
孕期反应越来越大，在一次孕

检中发现，腹中有5个宝宝。
“听到这一消息我就蒙

了。”张永立说，对于将成为5个
孩子的父亲，他有些不知所措。

为了防止误诊，张永立又

带着妻子到济南的一家医院进
行检查，结果仍是五胞胎。吴俊
平怀有五胞胎，在她生产前，张
永立的家人一直悉心照顾，不
敢有半点差池。

无论多难，都要保证孩子健康成长

10日上午，记者跟随张永
立来到新生儿重症监护病区看
望他的4个孩子。在4个婴儿保
温箱中，小家伙们安静地躺在
里面，这4个孩子比正常婴儿明
显小很多。

“婴儿月龄不到，又是多
胎，与其他正常生产的孩子

相比，这4个婴儿体质虚弱许
多。”主任医师戚巧云说，目
前，有两个孩子出现并发症，
正在治疗。

记者了解到，从4日住院以
来，吴俊平和4个孩子6天用去2
万余元。

“孩子在保温箱中，一个孩

子一天就要花掉2000元。”戚巧
云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新生
婴儿要在保温箱中长到4斤，最
少也要2个月。

张永立说，农闲时，他都
在外地打工，妻子吴俊平在
镇上上班，每月的工资只有
1 0 0 0余元，他的工资以及种

庄稼的收成是家中主要的经
济来源。“这几天下来，家中
的积蓄所剩无几。而这些花
销只是个开始，孩子的后续
费用，以及接下来孩子的奶
粉钱、抚养费等，我现在都不
敢想，但无论多难，都要保证
孩子健康成长。”张永立说。

张永立（左）在看保温
箱里的孩子。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本报记者 赵念东

四百年宗谱

被人偷去了

本报烟台1月11日讯（记者 于
飞 实习生 冯恩至） 传承了400

多年的魏姓宗谱被盗后，牟平区
水道镇韩家夼村的村民在祠堂前
叹息不已。对于村民来说，宗谱是
家族凝聚力、向心力的血缘纽带，
是子孙寻根问祖的重要凭据，其
文化意义影响深远。而魏姓宗谱
丢失后至今仍未寻回，村民感到
非常痛心，现在已经报案，警方正
在调查。

在牟平区水道镇韩家夼村，
有一卷传承了400多年的宗谱，上
面记载了魏氏祖祖辈辈20多代人
的名字，被盗走了。记者了解到，
这卷宗谱是用白绫做的，长约 3

米，宽约2 . 5米，上面还画有古画，
在空白的地方密密麻麻写着名
字。村民魏先生说，村里的人过世
以后才能上宗谱，让村里写字好
看的人把名字记上，这个宗谱传
承了400多年很不容易，是一件珍
贵的民间文物。“虽然传了这么多
年，但是字写得很小，3米长的宗谱
还有不少空白的地方，我们还想一
直往下传呢。”

魏先生说，每到大年初一，村民
就会将宗谱拿出来供奉在祠堂里祭
拜，表达他们对祖先和先辈的尊
敬与怀念之情。平时，宗谱是锁在
祠堂里的。可是前段时间，有村民
发现祠堂的锁被撬了，祠堂里的
宗谱不见了。宗谱被盗后，村民都
很心痛，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些
的老人，更觉得失去了自己的根。

“都知道这是文物，所以就有人打
起了宗谱的主意，可是对别人来说
它只是一件老物件，只有对我们自
己来说才有着特殊的意义。”魏先生
说。

宗谱被盗后，村民报了案，目前
派出所民警还没有追查出魏氏宗谱
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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