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登区妇幼保健院举办春季传染病防治知识讲座
春季是传染性疾病的多发季

节，幼儿园人员密集，一旦发生传
染病，极易传播流行。为进一步做
好学校春季疫情防控工作，保障
幼儿园环境卫生，提高对幼儿疾
病的预防能力，3月18日，文登区
妇幼保健院应龙港实验幼儿园的

邀请，为教职工开展儿童常见传
染病预防及应对策略知识讲座。

在培训中，医生为大家介绍了
儿童常见传染病的种类、特点、传播
方式等，重点对诺如病毒、水痘、流
感、流行性腮腺炎、猩红热、手足口
病的发病特点、主要症状、传染源、

传播方式和各种预防措施进行了详
细介绍。指出幼儿园工作要加强晨
午晚检，落实“早发现、早隔离、早报
告”制度，做好缺勤跟踪登记工作，
同时要教育幼儿勤洗手、正确佩戴
口罩，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防
止病从口入。本次活动切实提高了

教职工对流行传染病的早期识别和
落实防控措施的能力，将进一步做
好园区的日常工作，让幼儿园的孩
子拥有一片健康绿色的天地。

多年来，文登区妇幼保健院
非常重视开展儿童知识培训工
作，此次讲座不仅彰显了医院的

公益性，更体现了对儿童的关怀。
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始终将儿童的
健康放在工作首位，在开展疾病
治理的同时以预防为主，通过保
健知识的宣讲，让教师及家长掌
握简单的防控技术要领，为儿童
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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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

工伤认定申请之前的医疗费用，由谁来支付？
2019年4月5日，林先生因工作原因

到外地出差，在现场调研过程中不小心
扭伤脚，自己坚持完成工作并于5月6日
返回单位，前后治疗费用在五千元左
右，想着自己也是因工负伤，打算把治
疗费用报销一下，就告知单位自己受伤
的情况。随后，该单位向文登区社保中
心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文登区社保中
心受理该业务，并作出了《认定工伤决
定书》，但是，没有为其报销医疗费用，

林先生表示非常不理解，既然都作出认
定工伤决定，为什么不能报销医疗费
用？

文登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回复：根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
发生事故伤害或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
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
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
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
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
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结合林先生的实际情况，该单位为
林先生做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已经超过
30天，所以，之前的医疗费用应该由其
所在单位支付。 (曲玉亮)

买房
正伏在窗台的夕阳余晖

下写作业的侯晓明，听到父亲
侯文乾与母亲杨丽娟坐在行
军床边低声交谈：

父亲说：“晓明一天比一
天大了，我没有想到他这么知
道认真读书。”

母亲说：“三岁关老薄地
看苗，我看他是个读书的料，
可是咱这家庭环境……租赁
的这草厦子……”

父亲说：“咱俩结婚以来，
一直省吃俭用，为的就是攒钱
买房子，我们总不能老是租房
住，我听工友说在义乌小商品
城东边新开辟了一个楼盘叫
做‘观云山居’，位置挺好的，
临近义乌小商品城购物方便，
附近还有一个农贸市场。”

母亲眉头皱了皱，说：“生
活用品采购好说，关键是给晓
明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人
家都在挤向校区房……”

父亲瞥见晓明用笔杆抵
着下巴在听他们谈话，眉头一
挑，撅嘴向母亲示意，母亲嫣
然一笑，说：“让孩子安心写作
业吧。”终止了谈话。

星期天晚饭后，晓明对父
母说：“咱们看电视吧，我的作
业已经完成了。”晓明知道喜
欢看电视剧的父母为了不影

响自己的学习，舍弃自己的嗜
好，坐在灯光暗淡的角落低声
拉呱，或是干些家务，将晓明
让在灯光明亮处写作业。

母亲说：“早饭后，你就与
几个同学出去了，中午没回
来，什么时候写的作业？”

晓明扑闪着眼睛说：“我
背的书包呀。上午没能写作
业，我和同学去了观云山居，
那里离文昌校区只有两千米。
观云山居东这条路是文昌路，
向北走就是文昌校区。我和同
学离开售楼处后，沿着文昌路
向北走，大约20分钟就到了文
昌校区，小学、初中、高中依次
排开，我们从东门走进学校，
学校建设的很阔气，崭新的教
学楼，笔直的林荫甬道，操场
上布满各种体育器械、塑胶跑
道、花坛曲径通幽……"

“回来时，我们顺着世纪
大道南行，农贸市场，义乌小
商品城，宝宇商场、浙商城、万
利城，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商贸
世界之中。东边的宏利货运
城，西边的文登汽车站，四通
八达的物流，抱龙河畔的竞杆
垂钓，文登学公园展示着古典
与现代的融合。"

“一路赞叹着文登新城回
到观云山居，走进城市书房优

雅的庭院，在精致的照壁前石
桌上写作业，宁静的如画环境
令我们心静如水地投入到写
作业中，我体会到了环境对心
情的影响，心情对学习的影
响。写完作业后，我和同学心
情轻松地走进城市书房，一条
长廊将城市书房分为五个功
能区，接待不同需求的来客。
我们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区见
到丰富的藏书，分科别类地摆
放在书架上，让读者尽情选
读，将来我也写一本书摆放在
书架上，让爸妈退休后来到城
市书房不仅可以看到您儿子
的书，还能听到读者读您儿子
的书的声音。那时候，您们会
是怎样的心情呢？”

母亲瞪大眼睛说：“心里
会像灌了蜜一样甜。”

父亲眯缝着眼睛问晓明：
“你将来要当作家？”

晓明说：“老师告诉我写
书不一定是作家的专利，每个
人都在用自己的一生写一本
书。我有住草厦子的经历，有
勤劳节俭父母潜移默化的影
响，有父母乡言俚语的熏陶，
有父母与人为善的鞭策，父母
就是我的楷模，我将源于生活
的楷模高于生活地写出来，大
树当代父母的典型，贴近生活

的书籍一定会成为城市书房
的热读，因为书的主人公就在
身边，读者会一边看书一边看
您。”

侯文乾、杨丽娟听得瞠目
相视，良久，杨丽娟频频点着
头说：“我儿子长大了。”

晓明眨着水汪汪的眼睛
看着父母说：“我们在观云山
居买房，虽然不是校园房，可
是离从小学读到高中的校区
仅20分钟的走步锻炼，却省下
一大笔校区房的房价钱。妈妈
有多年在超市的工作经历，在
这商业区附近不难找到工作，
兴许还可以做到白领高管呢。
观云山居在汽车站近旁，将来
我毕业工作在外地回来看望
您们也方便。爸妈退休后可以
在近在咫尺的城市书房阅览、
休闲游玩，可以去文登学公园

散步，去峰山景区游览。”
侯文乾憨笑着对妻子说：

“我们还在合计着抽空去观云
山居看看，儿子比我们先行了
一步。”

杨丽娟笑着一把扯过晓
明搂在怀里，捧着晓明童稚的
脸，好像要重新认识一样，对
丈夫说：“晓明小小年纪就这
么理事了，他把观云山居看得
详细，分析得透彻，提出了中
肯的建议，真让我对儿子刮目
相看。”

侯文乾扬起剑眉，说：“下
个礼拜天我们一起去观云山
居，实地见识见识，见见观云
山居经理。”

杨丽娟用力搂了搂儿子，
扬起笑脸望着侯文乾，说：“就
这么定了。”

晓明笑了。

进入三月，气温转暖，很多农户都
在准备春玉米的播种，但总有农户反
映，春玉米播种过早会造成产量降低，
甚至出现直接毁种的情况，那究竟什么
时候播种才好呢？

文登区供销社为此积极应对，结合
当地的情况总结了几点建议，充分让农
户体验到种植无忧，管理得当。

由于部分地区的气温还没有回升，
虽然玉米在气温6℃左右就可以发芽，
但是出芽十分缓慢，影响玉米的正常发
育，一般日均气温达到10℃以上的时
候，玉米就能正常出芽。玉米过早播种
会降低种子的发芽速度，后期幼苗的长
势也不是很好，出芽率低，达不到好的
收成。这个时候就该补种补种，该移栽

就移栽，或者毁种。
经过一个冬天的积雪融化，田间土

壤湿度很大。玉米种子在土壤里出不
来，就会导致粉籽、烂籽的现象，强行种
植的话，不但会降低种子的出苗率，后
期还要大田补种，增加生产成本且幼苗
长势不一致，从而影响玉米成熟的整齐
度。

玉米种子正常发芽生长所消耗的
养分相比增多，但在不适宜的环境下生
长，会消耗种子自身贮存的营养，造成
供给不足，自身抵抗力就会弱减，玉米
出苗后长势偏弱，植株的抵抗力下降，
病虫害的危害就会增加，随之引发的一
系列问题，直至影响最终的产量。

太早时间播种玉米还会影响后面

的授粉期和灌浆期，如果刚好赶上高温
多雨的季节就会导致玉米缺粒和秃尖
的现象发生，从而造成产量的下降。一
般情况下，4月下旬到5月上旬之间播种
居多，如果当地温度适宜，可提前到4月
中旬播种。

文登供销社在各乡镇都设有农业
社会化服务中心，并配备相关的农业技
术指导专家，广大农户在不确定播种时
间的情况下，可去服务中心咨询，届时
专家会根据当地的气候温度、土地湿
度、种情选择等给予针对性指导和合理
化建议。在保温、保墒、保种的情况下保
证出芽率和最终的常量，达到农户最满
意的丰收景象。

(李璐 邓炳林)

文登区供销社助力农户春玉米种植 春季谨防“肺结核”
近日文登区皮肤病医院结核科收治了一位病

人，年前出现咳嗽，一直持续1个多月，直到后来咳
嗽加重，并出现盗汗、乏力等症状才到医院就诊，
医院接诊后怀疑为“肺结核”转到文登区皮肤病医
院结核科，经拍片、痰检等检查，确诊为肺结核。

医生询问病史发现，之前李某的姐姐和母亲
也是得了肺结核先后于文登区皮肤病医院结核科
住院治疗。对此李某提出疑问，结核病是不是遗传
因素导致的呢？

文登区皮肤病病医院结核科医师作出解释，
结核病与遗传因素无关，是人体感染结核菌后在
抵抗力下降时发生的疾病，且人体的各个组织和
器官均可能发病。肺结核是结核病中最常见的一
种结核病，具有传染性，主要通过空气传播。肺结
核病人在咳嗽、吐痰、打喷嚏或大声说话时会把结
核菌以飞沫的形式排出体外，在空气中传播，健康
人吸入带有结核菌的飞沫即可能受到感染，尤其
是经常接触肺结核病人的人群，特别是家庭、学
校、工厂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感染率及发病率更
高。在此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只要咳嗽、咳痰超过2
周以上或者咯血，就应该怀疑得了肺结核，应及时
去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及传染给他人。(林涛)

文登区葛家中心卫生院与威海市中医院成为
紧密型医共体的合作伙伴，通过上级医院专家定
期坐诊以及临床指导带教等方式实现了让患者便
捷就医的初衷，解决了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

医院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积极发展
科技创新，近年来医院结合实际情况，将疼痛作为
重点发展方向，将外科疼痛治疗技术与传统中医
治疗相结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多种独特的治
疗方法，在临床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考虑到葛家镇周边居民以老年人、疼痛、慢病
患者居多，每逢周末葛家中心卫生院便邀请威海
市中医院疼痛科专家王玉禄院坐诊。3月14日，王
玉禄又来到葛家中心卫生院接诊，从事中医、疼痛
工作20多年的他在治疗慢性头、颈、肩、腰、腿部的
疼痛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并熟练掌握肩周炎短时
手法根治技术，尤其擅长腰椎间盘突出微创治疗，
临床诊疗经验丰富。得知王玉禄坐诊的消息后，许
多村民慕名而来。

专家的定期坐诊，也让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
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通过医共体这一纽带，群
众获得了更加便捷的健康服务。 (丛培东)

医共体专家下乡坐诊送服务

为引领
人们心怀感
恩，珍爱生
活，共建和
谐美好大家
园，由文登
区文化和旅
游局、文登
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
文登区作家
协会联合主
办的威海市
观云山居杯

“爱我家园”
主题文学大
赛正如火如
荼进行，广
大文学爱好
者、高中小
学生纷纷踊
跃投稿，即
日起，本报
将对部分投
稿作品进行
展示，与读
者 共 同 品
鉴。

于书淦

跨省市流动就业的参保人员达到
待遇领取条件时到哪里去办理退休手
续并领取待遇是有明确规定的。

大概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1、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

籍所在地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办理待
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2、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

户籍所在地，而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在该地
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当地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

3、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
户籍所在地，且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0年的，将其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缴费年

限满10年的原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手
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4、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
户籍所在地，且在每个参保地的累计缴
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将其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及相应资金归集到户籍所在地，
由户籍所在地按规定办理待遇领取手
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王静)

哪些情形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

位不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
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
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
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

察期间的；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

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的；

(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
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
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
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 (周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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