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特殊儿童！
济南市优恩儿童康复
中心在行动

济南市优恩儿童康复中心是
一家关注儿童康复，促进功能恢
复，协助儿童恢复自理能力的康
复服务机构。中心秉承“技精致
优，恩泽及仁”的理念，“为国家分
忧、为社会减负、为家庭造福、为
孩子圆梦”的原则，为特殊儿童提
供康复、供养、托养、照料、铺助性
就业等相关服务。

目前，中心专业康复人员平
均从业经历达4年以上，专业素质
和服务能力过硬，均已取得国家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颁发的康复治
疗资格证书。近两年来，中心服务已
60多个家庭，让12名儿童学会了独
走，20余名儿童改善了运动姿势，20
余名儿童学会了认知表达，赢得了
照务对象的认可，获得了孩子、

家长以及社会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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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读者送福利，聊城素有江北水城之

称，此次199元畅快游玩聊城古城，带您登上古

城地标性建筑，登高望远，水城美景尽收眼底

的——— 光岳楼，上药王山摸寿桃，吃寿桃给家人

和自己祈福，此次行程还将带您畅游耗时66年
才建成的聊城唯一保存下来的——— 山陕会馆。

走进东阿影视城，带你感受电视剧大宅

门中白景琦白七爷真实生活场景，圆读者的

明星梦。

本次行程还带您走进上市央企东阿阿

胶集团，参观百亿工业园感受两千多年的阿

胶文化。在这里将吃到最正宗的驴肉和最甜

的枣营养丰盛的阿胶御宴。

特别说明：因参团人数较多，报名火爆，

为满足广大老年朋友的需求，经与东阿阿胶

集团协商特增加以下福利团。

1 .全程零自费景点，无强迫购物、无强

制消费，高档商务酒店，高标准特色餐。

2 .凡55岁以上晚报读者均可报名，3天2
夜，每人仅需199元来回豪华大巴包车费用，

夫妻同行可减免一人费用。

3 .豪华精品团仅限24人，报满即止。

出行日期：3月29日(29日—31日)

4月2日(2日—4日)

报名电话：0531-87235518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4月1日下午4:00止

报名地址：历山路92—4号(解放路与历山路

的东北角)嘉华国旅旅行社报名

江北水城3日游 199元享养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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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22日讯（记者 李从
伟 康岩） 近日，济宁梁山县小路口
镇发生一起事故，一车主驾车冲进黄
河，接到救援信息后，蓝天救援队梁山
中队、梁山108应急救援队赶赴现场救
援；次日，从聊城赶来的特战救援队也
加入救援队伍。截至3月22日晚上10时，
救援仍在进行中。

22日下午2时，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在救援现场看到，堤坝上一辆吊车
已就位。黄河中固定着一艘采沙船，当
作了作业台，穿着不同服装的救援人员
来来回回忙活着。

“经过声呐探测，发现在这个位置有
个长3米左右的固体，初步判断是落水车
辆。”蓝天救援队梁山中队队员邱成军告
诉记者，由于黄河水体浑浊，再加上深度
大，还需要救援人员潜水去确认。

蓝天救援队梁山中队成员告诉记
者，3月20日接到救援任务后，立即召集
队员赶到黄河边上，梁山108应急救援
队也赶到了现场。由于一开始不确定落
水点，寻找落水点成了两队的首要任
务。经过家属提示，在一处找到了线索。
当时在河边找到一个车牌，经与家属确
认是落水者的车牌号。

此时，聊城特战救援队也接到救援
任务，带着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往救援
现场，现场救援人员至此已达60多人。

黄河水流速比较大，再加上泥沙裹
挟，救援队员顺着水流的方向寻找。3支
队伍利用声呐、锚钩和磁石进行探测，
终于于21日下午5时左右，在距离落水
点200米的位置探测到落水车辆。由于
黄河泥沙量大，落水车辆已经被完全覆
盖，救援队员调集来抽沙船。

两辆冲锋舟来回穿梭于岸边和工
作台之间，将自来水、棉大衣、救援绳索
等物资及时运过去。

救援间隙，特战救援队东阿中队队
长吴磊坐在岸边歇了会。1984年出生的
他参加救援已经有五年了，五年来，在
黄河边上参与了很多救援，也积累了丰
富的水上救援经验。“昨天晚上8点，为
确认落水车辆位置，我们的救援队员冒
着寒冷的黄河水潜下去。昨天风大，冻
得队员瑟瑟发抖，上来后直接钻进开着
暖风的车里。”

下午4点半左右，经过清理车辆表
面的污泥，聊城特战救援队队长秦一杰
潜入水下把绳索固定到车辆上。

晚上7时，救援人员吃完泡面又投
入了救援中，截至晚上10点，救援还在
进行中。“救援时大家相互帮助，各自发
挥长处，都出一把力。”队员们表示，虽
然彼此间不认识，但都是劲往一处使。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震 齐春赞

本地人并不感冒
大量海星运往外地

本月前，青岛胶州湾附近海域
遭到海星“入侵”，养殖户损失惨重。
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3
月份本是蛤蜊养殖过程中投苗的季
节，但由于养殖场已经被海星攻占，
此时投苗无异于为海星提供食品，
养殖户虽心中急切，但也只能“望洋
兴叹”。

根据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对媒体
公布的数据，此次海星泛滥受灾面
积约10万亩，预计造成经济损失1亿
元。截至3月16日，当地渔民便已捕
杀海星约45万斤。

海星如此泛滥是不是青岛人顿
顿吃海星呢？记者在青岛市红岛渔
港码头探访时发现，捕捞上岸的海
星几乎全部被外地客商以4-5元不

等的收购价订购，零星想要尝鲜的
市民很难买到。客商们采购之后直
奔老家，或销售或储存加工。

3月22日，记者在红岛附近几家
海鲜市场了解到，近期海鲜市场上
的海星并没有明显增多，价格也没
有太大浮动。“咱这边人不怎么吃，
可能见得多了没那么新鲜吧。”胶州
海鲜批发市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海星作为海鲜的一种，虽然有些
人认为味道不错，但毕竟有轻微毒
素，很少有人会大批量购买，所以市
场上的海星一直很少。中国海洋大
学水产学院教授曾晓起认为，海星
的食用价值其实比较低，海星肉实
际叫“幽门盲囊”，是一种消化腺体，
海星中还含有很多皂甙，吃多了不
好消化，有的人还对皂甙过敏。所
以，海星并不像大部分海鲜一样人
见人爱。

承包1000亩海的渔民
先投放蛤蜊苗300多亩

由于海星泛滥成灾，为提高捕
捞效果，结合渔民诉求和专家建议，
此前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已报告山东
省农业农村厅，在海星敌害期间，允
许渔民在特定海域使用“地笼网”和

“拖网”捕捞，区域限定为胶州湾海
域养殖区内，时间限定为3月15日至
4月底，后期视海星清理效果再行研
究确定。

3月22日，据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海洋管理保障中心研究员林治术介
绍，目前海星密度已经大幅下降，周
六打捞数量仅为9000斤，已经比10
天前明显下降，出海捕捞海星的潜
水员从每天可捕获1000斤海星，目
前已经下降到300斤左右。近几日胶
州湾海域风力很大，等天气好转之
后会进一步进行评估。随着海星数
量的大幅度下降，目前已经有不少
渔民开始进行蛤蜊苗投放。“我承包
了1000亩海域搞养殖，先放了300多
亩（蛤蜊苗），先试试，不敢放多了，
让海星吃掉就麻烦了。”一位养殖户
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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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不分昼夜进行。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从伟 康岩 摄

周六仅打捞9000斤，比10天前明显下降

海星已大幅减少
渔民开始投放蛤蜊苗

日前，青岛胶州湾海域
遭到海星大规模“入侵”，作
为海底优势性种群，海星所
过之处片“甲”无存，人工养
殖的蛤蜊损失殆尽，给渔业
造成巨大损失。在人工捕捞、
地笼网（渔业部门特别许可）
捕捞等一系列措施下，海星
数量正急剧减少。目前，不少
蛤蜊养殖户已经尝试投放蛤
蜊苗。

泛滥的海星

章鱼喜食龙虾，网友戏言：你那么便宜凭啥吃那
么贵的龙虾？这就是人类评价事物的普遍标准——— 价
值。假如海星价比黄金，那么这次海星入侵事件就不
会被定义为一场灾害，但这只是人类的评价标准，而
非大自然的。

地上长出草，羊来吃草，狼来吃羊，这是小学生
都知道的“生物链”，大海中也是一样。海星繁殖力
强大，但成活率极低，这正是因为海底有大量喜食

海星卵和幼虫的鱼类，但近年来由于受气候等因素
影响，这些鱼类数量锐减，为海星繁衍成灾提供了
可能。当然，海星的泛滥和近海养殖为其提供食物、
海水温度等多种原因均息息相关，目前中国海洋大
学水产学院教授曾晓起等多位专家均提出，将海星
治理作为一项课题来研究，但记者认为想要杜绝这
种灾害，最根本还是要遵守大自然的准则——— 维护
海洋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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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星泛滥为海洋保护敲响警钟

海星捕捞量在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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