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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宋村中心卫生院

组织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
用 ,近日，文登区宋村
中心卫生院组织2017
年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管理专题培训，全院
医师参加了培训，并
进行了考试。分别从
抗菌药物的发展史、
抗菌药物的滥用及耐

药问题和抗菌药合理
应用之优化抗生素治
疗策略三个方面进行
了培训，重点讲解了
抗菌药物治疗性应用
和预防性应用的基本
原则。

通过此次专题培
训，将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指导原则与遏制
细菌耐药知识点和重

点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与经验分享，具有较
好 的 针 对 性 和 实 用
性，促进了全院临床
医师对抗菌药物管理
规定和指南要点的深
刻理解与认识，培训
内容精彩纷呈，得到
广大临床医师的一致
好评。

(杨卫)

米山卫生院

全面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近日，文登区米山
镇卫生院举行了家庭医
生集中签约服务启动仪
式，在启动仪式现场，工
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
栏、发放宣传资料、悬挂
宣传标语、口头讲解等
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

策、健康扶贫政策、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项目等知
识，并通过微信公众号、
LED播放，门诊大厅多
方面宣传渠道，让辖区
居民参与到家庭医生签
约活动中来。自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启动以来，
米山卫生院医护人员利

用集市、下乡老年人查
体以及乡医开会培训等
机会，举办主题为“我与
家庭医生有个约定”的
宣传活动及家庭医生集
中签约仪式，悬挂宣传
横幅，张贴宣传海报400
余张。

(曹美茹)

小观镇卫生院
中医药文化宣传受欢迎

文登小观卫生院在不断加强
中医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中医
药服务能力的同时，加大中医药
文化宣传力度，增强中医药文化
的引导力，在群众中营造“信中
医，爱中医，用中医”的浓厚文化
氛围，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
中医药服务的需求。

自2017年5月以来，小观镇
卫生院按照文登基层医疗机构国
医堂项目标准，不断加强中医药
基础服务设施，完善中医药服务
体系，积极建设针灸，推拿，养生
保健室等中医药基础设施，运用
中医药知识和方法，开展推拿，针
灸，熏蒸，火罐，刮痧等十多项中
医特色治疗服务。自5月份开诊以
来，针灸700多人次，艾灸160人
次，刮痧220人次，已有50多名患
者康复出院，受到广大群众的一
致好评。

(贵丽春)

耍耍酷酷装装““警警灯灯””，，车车主主被被罚罚22000000元元
你你的的车车并并不不完完全全你你做做主主：：有有些些改改装装是是允允许许的的，，有有些些是是被被法法定定禁禁止止的的

本报威海7月19日讯(记者
陶相银) 有些车主装酷耍

炫，在车上加装个性配置，却
不知这就是“非法改装车辆”。
日前，一辆在进气格栅内加装
警用爆闪灯的轿车被查，警灯
被拆除，车主因非法安装警用
灯具被罚款2000元。

13日夜，全市交警统一夜
查。当晚8时30分，威海城区新
威路百货大楼附近，一辆“警
灯”闪烁的轿车被拦下。这是
一辆普通三菱轿车，但车头进
气格栅内一直闪着红蓝光。这
种红蓝灯光属于警用灯具，普
通车辆不得安装，民警扣车，

车主拿到了2000元罚单。记者
从交警一大队获悉，该车非法
安装警用灯具，被警方拆除、
没收。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七条规定：非法安装警报器、标
志灯具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强制拆除、予以收缴，并

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交警介绍，私家车主安装

警用灯具属于非法改装车辆
违法行为中比较特殊的一种，
因此处罚较重。目前，非法改
装车辆的情况较普遍，比如加
装尾翼、改氙气车灯、加“大包
围”、改轮毂、拆除车座、大面

积喷涂车身广告。
对于改变车身颜色、更换

发动机、车身或车架，且未按规
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的，交警
部门可处以200元罚款；对擅自
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
关技术数据的，交警责令恢复
原状，并处以500元罚款。

什什么么是是非非法法改改装装车车辆辆？？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

六条第一项，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
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
造或者特征。未经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允许，擅自改装机动车
底盘、发动机、悬挂、变速系
统、方向系统、车胎轮毂、车
灯、车身颜色喷涂和外观结
构，以及机动车的有关技术数
据与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
部门公告数据不符的都属于
改装行为。

有些改动后须10日内登记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
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需要
改变使用性质、车身颜色、车身
或车架等，机动车所有人应当
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
登记。

申请变更登记是必须在更
换后的10日内。超期的话，交警
可罚款200元。

目前，车主在车身上喷涂
广告的现象较常见。车管部门
对面积较大(一般为超过30%)
的车身广告视为更改车身颜
色，车主仍需办理变更登记。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汽车四周的玻璃不允许张贴、
喷涂广告，但在车身上喷绘或
者张贴一些简单的字和图片，
只要不影响安全驾驶则是不禁
止的。而我国《户外广告登记管
理规定》对车身广告又有要求，

“前后风挡、前引擎盖等部位不
允许粘贴广告，而且不能改变
车的主体颜色，广告面积不得
超过车体的2/3。”

有些部位允许自己改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六
条规定：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加
装前后防撞装置；货运机动车
加装防风罩、水箱、工具箱、备
胎架等；增加机动车车内装饰
等几种情形，在不影响安全和
识别号牌的情况下，车主不需
办理变更登记。

这种可以自己改装车辆并
不需要登记的前提是“不影响
安全和识别号牌”。以最为常见
的“增加机动车车内装饰”为
例，安装导航仪、倒车影像等
仪器设备在允许改装范围内，
但如果悬挂影响司机视线的
饰品，或摆放影响安全驾驶的
饰品，交警依然可以处以50元
罚款。

改改装装留留隐隐患患，，车车主主须须知知
1 .加装尾翼、加“大包围”：

稳定性降低
在安装“大包围”时，一些

车主不惜替换掉原车保险杠，
一旦发生碰撞事故，安全难以
保证。而安装“大包围”和尾翼，
虽然使得爱车外表酷炫，却改
变了厂家在空气扰流方面的设
计，增加油耗还是小事，更主要
的是使得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的
稳定性降低。

2 .改车灯：影响别人
目前，社会上有很多人把

原车灯改为亮度更高的氙气
灯，却不加装透镜。这样的车灯
虽然使得车主感觉前方视线更
好，但由于这种灯光格外刺眼，
往往导致对向车辆的司机出现
短时失明，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还有一些车主喜欢装上一
些装饰灯，弄得轮毂上、底盘
上、格栅等部位都有灯光闪烁，
由于加装这些灯需要变动电
路，因此存在隐患，甚至能导致
车辆自燃。

3 .更换轮毂：表显不准、油
耗大

一些车主给爱车换上更大
的轮毂、轮胎，以达到酷炫的效
果，但这就好比是人的脚上换

了一双更大号的鞋。更换轮毂
会直接导致时速表显示不准、
油耗上升。

此外，还有改装排气管、改
装底盘悬挂系统、更换车标等
非法改装行为也较为常见。

4 .拆除座椅：改变用途
此类行为主要集中在小面

包车上，车主往往拆除中间和
后排座椅，把面包车作为货车
用。但面包车是载人客车，若是
拉载较重货物时，一旦出现紧
急情况，很难及时刹车。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
部令第124号 )第五十七条规
定，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
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
原状，并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
下罚款。擅自改装机动车属于
违法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因
非法改装造成交通事故的，还
应承担相应责任。

5 .影响年检和保险赔付
非法改装的车辆不能通过

车辆年检，也影响保险赔付。比
如，因车辆非法改装原因产生
的交通事故，如果车主没有买

“新增设备附加险”，保险公司
有理由拒赔。

上半年水产品

进口货值30亿美元

本报威海7月19日讯
(记者 林丹丹 通讯员

傅立东 刘瑶) 从威
海检验检疫局了解到，上
半年，威海口岸共进口水
产品1255批次、货值30亿
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7%、
43%。

贝类及头足类(如鱿
鱼 )为上半年进口增长

“主力”，共进口约15亿美
元，其中鱿鱼13亿美元，
约占进口水产品总货值
的43 . 33%，主要来自阿根
廷、智利等国家。

受去年国际市场鱿
鱼价格高企、今年国外鱿
鱼产量增加因素影响，威
海进口鱿鱼量大幅增长，
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为
主，在国内加工后再出
口。

临港国税

关爱青年成长

本报7月19日讯(通讯
员 宋伟健) 临港区国
税局关爱青年成长弘扬
青春正能量。临港区国税
开展爱国教育，组织18名
青年干部参观毛泽东像
章纪念馆、天福山烈士陵
园，讲述党在发展壮大过
程中先进英模的故事，激
发青年干部的爱国情怀。
同时，临港国税局组织公
益捐赠，树立奉献意识。
去年年底拜访独居老人3
次，为老人送去了大米等
物资；今年资助品学兼优
的贫困中小学生，青年干
部自发捐钱为两位贫困
学生充值饭卡，购买学习
用品，还送去了手写慰问
信。围绕关爱青年主题，
临港国税开展“每月读一
本书”、青春健步走等活
动，形成干部队伍乐观开
放的精神面貌。

滴滴灌灌技技术术发发端端于于明明代代

近日，笔者去威海古
玩市场购古籍 5 册，书名

《二如亭群芳谱》，回家急
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子部中的“农家类”和“谱
录类”，均未见著录。好家
伙，捡到宝贝了，有可能是
孤本。

《二如亭群芳谱》，著
者 ，王 象 晋 ( 1 5 6 1 ～
1653)明代文人，官吏，农
学 家 。桓 台 新 城 ( 今 属 山
东 ) 人 。他 在 家 乡 新 城 郊
外购置了百亩薄田，题名
为“涉趣园”，因“园中建
有二如亭”，故书名为《二
如亭群芳谱》，后简称《群
芳谱》。全书分元、亨、利、
贞四部，共 3 0卷，4 0余万
字，是明代农业的重要著
作。

我购藏的果部卷一、卷
二、卷三，共三册；花部卷
二、卷四共二册，这部书初
刊 于 明 代 天 启 元 年 ，即
1 6 2 1年。从纸张、墨色、字
体上看，我购藏的这部书当
属明版。

在翻阅果部第一册“无
花果”篇，有一段文字引起

了我的注意：讲到扦插时
说：“春分前取条二三尺者
插土中，上下相伴，常用粪
水浇。叶生后，纯用水，忌
粪，恐枝叶大盛，易摧折。结
实后不宜缺水，当置瓶其
侧，出以细蕾日夜不绝，果
大如瓯。”

“果大如瓯”到底是多
大？应该如茶杯或者大一点
的酒杯。现在的春果，果大
者如小孩拳头。

“置瓶其侧，出以细
蕾日夜不绝”的灌溉法，
正 是 现 代 的 滴 灌 法 。当
然，这种滴灌技术不一定
是王象晋发明的，但作为
有 案 可 查 的 第 一 次 文 字
明确记载，意义重大，对
世 界 农 业 生 产 的 贡 献 不
可低估。

(时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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