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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的的海海边边并并没没有有往往年年开开渔渔时时的的喜喜悦悦，，

经经营营的的现现实实困困难难越越来来越越逼逼近近渔渔民民

羊羊羊口口口港港港的的的尴尴尴尬尬尬
文/本报记者 李涛 董惠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出了三趟海，

赔了六万多

13日上午11点，在寿光渔
港，一艘满载虾蟹的铁皮捕鱼
船在马达的轰鸣声中向岸边靠
近，岸边早已聚满了前来收购
海货的商贩。渔船靠岸，几名
船员将一筐筐的桐蟹、爬虾、
小杂鱼搬上岸，一群头戴红色
围巾的妇女迅速动手分拣着这
些海货。

在众人纷纷卸船、分拣海
货之时，在不远处的一处店铺
前，几名船主围坐在一起喝茶
聊天。船员工人忙成一团，船
主们的脸上却难见笑容。

今年51岁的朱师傅祖辈生
活在羊口港，15岁就开始出海
的他在海上已经漂了三十多
年。但今年的朱师傅无奈了：
“出海三趟，前前后后11天，
赔 了 四 万 多 ， 还 被 罚 了 两
万。”

朱师傅告诉记者，黄渤海
休渔期结束后，他便张罗着船
员出海了。从9月1日至今，11

天，朱师傅那条136千瓦的渔船
已经出了三次海。尽管每次都
能捕捞到一些海鲜，但成本一
算下来，每次都亏。

这笔账是这么算的：每次
出海都是两到三天左右，每次
靠港之后的产量基本上就是七
八百斤桐蟹、一二百斤爬虾、
五六百斤小杂鱼、三四百斤死
爬虾、一二百斤辫子鱼。而市
场价是，桐蟹7元每斤，活爬虾
7元每斤，小杂鱼1元一斤，爬
虾2元每斤，辫子鱼1至3元每斤
不等。

按照800斤桐蟹、200斤活爬
虾、600斤小杂鱼、400斤死爬
虾、200斤辫子鱼(中等情况，2

元每斤)，大体算了一下，出海
一趟可收获8800元。

而船只工作一天燃烧柴油
的费用差不多8000元左右；九个
船员一个月的工资12万左右，
平均每天4000元；按照每次出海
两天计算，成本为燃油费16000

元，人工费8000元，共计24000

元。如此计算，朱师傅每次出
海都要亏损1万多。

单纯的捕捞赔钱，朱师傅
不得不接受，因为其他出海捕
捞的船只也都在赔。而令朱师
傅一直耿耿于怀的是9月10日那
天被渔政船罚款 2 0 3 0 0元的事
情，至今说起来，他都是满脸
无奈、委屈。

朱师傅说，当时船只行驶
在72 . 2海区拉弓子网进行捕捞作
业，省中心站的渔政船行驶过
来，工作人员称船只违法作
业，罚款20300元。但开具的罚
款单也是普通的票据，并不正
规，但如果不缴纳罚款，渔船
就无法继续作业。无奈之下，
朱师傅缴纳了罚款，渔船继续
作业。为了避免再次被罚款，
朱师傅将罚单交给了船员，以
便有渔政船检查时应对。

朱师傅称，之前他的捕捞
船仅仅是一艘木壳船，这艘136

千瓦的捕捞船是他七八年前贷
款购买的，贷款70万左右，而
今还欠银行40万左右的贷款。
“海洋资源较以往减少了差不
多三分之一，人工费呼呼涨，
各种费用，好多渔民干脆不出
海在家歇业；我也是没办法，
心想总会有转机的时候；再一
个，养着这么多船员，不出海
也说不过去。”

在大家聊天时，朱师傅的
船只正在渤海湾进行捕捞作
业。收成如何，他心里也没多
少底。

使船30年，

今年竟出不了海了

初秋时分，寿光羊口码头
上，一片碧海蓝天。为期三个
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渔
船也都可以出海捕鱼了。但在
码头北侧，一艘艘船却只能安
静地停靠在岸边。

满面愁容的王建中从自家
船上下来。初秋风大又凉，王
建中站在岸边，双手插在裤兜
里发了好一会儿呆。眼看开海
将近半月了，他面前不时有船
只穿过。

今年54岁的王建中是土生
土长的羊口人。二十岁出头
时，王建中就开始使船。从最
初的小伙计、船员、厨师，到
后来的大夫、船长，船上几乎
没有他没干过的活。2002年，王
建中买下最初的那艘木壳船，
自己当起了老板，到如今整整
三十年。

可在海上干了三十年的王
建中，在近两年，却发现出海
越来越不容易了。直到今年，

王建中守着渔船，为出海犯了
难。。

盼盼着着休休渔渔期期结结束束，，王王建建中中
跟跟码码头头上上大大多多数数船船家家一一样样，，在在88

月月中中旬旬，，就就已已经经为为出出海海做做起起准准
备备。。补补鱼鱼网网、、修修机机械械，，眼眼看看一一
切切都都已已准准备备就就绪绪，，出出海海的的日日子子
也也越越来来越越近近了了，，船船员员却却招招不不起起
来来了了。。船船员员的的工工资资，，今今年年实实在在
涨涨得得厉厉害害，，按按照照当当前前的的船船员员工工
资资的的行行市市，，王王建建中中说说，，即即使使找找
到到人人出出海海，，也也是是““硬硬往往里里赔赔
钱钱””。。

万万事事俱俱备备，，只只欠欠船船员员。。其其
实实，，王王建建中中也也不不是是没没有有想想过过别别
的的办办法法。。

就就在在六六七七天天前前，，为为了了招招募募
船船员员，，王王建建中中和和其其他他两两位位船船老老
板板还还专专门门去去了了趟趟莱莱州州。。““这这边边
船船员员工工资资实实在在太太高高，，想想去去那那边边
碰碰碰碰运运气气””。。王王建建中中说说，，去去到到
莱莱州州之之后后，，才才发发现现行行情情差差不不
多多。。而而且且由由于于之之前前羊羊口口一一些些老老
板板拖拖欠欠船船员员工工资资，，名名声声不不是是很很
好好，，本本来来已已经经谈谈好好的的人人临临时时又又
反反悔悔了了。。

莱莱州州之之行行，，王王建建中中和和朋朋友友
们们在在那那儿儿待待了了两两天天，，碰碰了了一一鼻鼻
子子灰灰，，最最后后只只得得悻悻悻悻而而归归。。看看
着着出出海海生生产产情情况况不不好好，，王王建建中中
甚甚至至直直接接打打消消了了出出海海的的想想法法。。
““再再等等等等吧吧，，反反正正出出海海也也是是要要
赔赔””。。

走走出出王王建建中中家家的的渔渔船船，，记记
者者跟跟随随他他一一路路沿沿着着码码头头往往回回
返返。。一一路路上上，，王王建建中中不不时时抬抬起起
胳胳膊膊指指着着一一条条条条渔渔船船念念叨叨：：

““这这艘艘出出去去一一趟趟，，赔赔了了好好几几
万万””；；““那那艘艘也也是是船船员员没没招招起起
来来，，出出不不去去了了””。。

据据说说几几天天前前，，码码头头上上一一艘艘
没没出出海海的的渔渔船船招招来来了了贼贼，，船船上上
好好多多东东西西都都被被人人偷偷走走了了。。而而现现
在在，，即即使使不不出出海海，，王王建建中中也也都都
常常常常在在码码头头上上转转转转，，看看看看自自己己
那那条条船船，，打打听听下下海海上上的的情情况况，，
等等着着。。

渤渤海海湾湾到到辽辽东东湾湾，，

无无奈奈的的转转弯弯

今今年年3366岁岁的的田田师师傅傅，，从从事事
捕捕鱼鱼行行业业已已经经有有77年年时时间间，，如如今今
有有着着一一艘艘111100千千瓦瓦的的渔渔船船。。

““渤渤海海湾湾不不让让拖拖网网渔渔船船捕捕
捞捞作作业业，，逮逮住住一一次次最最少少罚罚款款66万万
元元；；弓弓子子网网被被逮逮住住了了也也会会罚罚 22

万万。。我我现现在在都都不不敢敢在在渤渤海海湾湾捕捕
捞捞作作业业，，每每次次出出海海都都到到辽辽东东湾湾
附附近近，，在在羊羊口口港港只只是是停停靠靠船船
只只；；守守着着家家门门口口的的生生产产区区却却不不
能能作作业业，，心心里里甭甭提提有有多多郁郁闷闷
了了。。””提提起起当当前前的的捕捕捞捞形形势势，，
田田师师傅傅一一肚肚子子的的苦苦水水 。。

现现实实情情况况是是，，很很多多沿沿海海滩滩
涂涂被被个个人人承承包包，，要要想想进进入入该该区区
域域捕捕捞捞打打渔渔就就得得交交纳纳 22万万元元费费
用用，，否否则则就就会会被被承承包包者者雇雇佣佣的的
人人员员打打砸砸渔渔网网和和船船只只。。而而对对于于
沿沿海海滩滩涂涂被被承承包包，，要要想想打打渔渔需需
要要交交纳纳费费用用一一事事，，本本报报去去年年曾曾
报报道道关关注注过过。。

““当当时时情情况况稍稍微微缓缓和和了了一一

些，但今年却变本加厉了，有
些承包者将海域延伸到了10米
深处海域；至于是哪些人承包
的，我们也不清楚，但只要你
进入他们承包的海域打渔，就
会有人出现收费，否则就破
坏。”很多渔民愤愤不平：
“国家的海域凭啥就归个人
了”。

说着，田师傅和众多船主
指着停靠在岸边的一艘挂有绿
色旗子的船只告诉记者：这艘
船就是交了钱进行捕捞作业
的。

这艘船的旗杆上，一块绿
色的旗子上写着“海恒威”三
个红色的醒目大字。一位船员
告诉记者，这旗子是船主花钱
买的，要不然就不能进入海域
捕捞作业。

无奈之下，田师傅像很多
船主一样，选择到辽东湾附近
海域作业，回羊口港停靠。

“殃及池鱼”的

卷饼摊子

近两年，渔民的日子越来
越难过，只要是羊口跟打渔沾
点儿边的人都真真切切地感受
到了。

一辆人力三轮车，一个炉
子、一个煮锅，太阳伞下支一
张长条桌，一把热水瓶，几个
陶瓷碗，数把马扎，这正是吴
大姐的鸡蛋卷饼摊。

今年51岁的吴大姐也是土
生土长的羊口人，她在羊口港
摆摊卖鸡蛋卷饼和饮料，差不
多有五年时间了。和记者聊天
的时候，吴大姐也叹气，买卖
越来越不好干了，生意少了十
之八九。

“鸡蛋一元钱一个，饼两
元一个，冰红茶三元一瓶。”
吴大姐一边张罗生意，一边告
诉记者，这几年，很多渔船捕
捞不到东西，靠岸后一会儿就
把海货卸完了，干完活儿，工
人就该回家吃饭了。而在以
前，每次出海归来，渔船差不
多都是满载而归，卸船都需要
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工人来不
及回家吃饭，就过来买两张饼
卷个鸡蛋当午饭。

不仅如此，吴大姐还告诉
记者，现在有很多渔船都不在
羊口港卸货了，都到秦皇岛等
码头卸货。羊口港这边的海货
价格相对较低，今年新鲜的桐
蟹才7元一斤，去年一开海的时
候能卖到十一、二元钱。“也
不知道今年怎么了”。

如此，一些船主自然不会
到羊口港卸货。渔船不来码头
卸货，人员就会减少，吴大姐
的买卖也跟着惨淡。

“祖祖辈辈在港口，没有
土地。休渔期只能四处打零工
赚生活费，捕鱼期到了，就过
来卖点饼和鸡蛋，捎带着卖一
些矿泉水和饮料。”可如今这
样的生意，也不知道能维持个
什么情况了。

寿光羊口，靠海
吃海，是一个世代以
出海打鱼为生的小
镇。

9月1日，为期三
个月的禁渔期结束，
羊口渔民却开始叹气
了。船员工资飞涨、
海上资源渐少，不出
海赔钱，出海更赔
钱。曾经坚持的日
子，越来越难过了。

对对于于再再次次出出海海渔渔民民也也不不知知道道收收获获是是多多少少。。

回回港港的的渔渔船船，，不不知知道道这这次次
出出海海的的收收获获是是多多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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