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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在市优抚医院，来自
东营的李福明兄弟二人见到了滨州
市救助管理站滞站人员无名氏 78。
相比老人的平静，兄弟二人激动地流
下泪来——母亲走失一年多，如今终
于找到了！

今年4月份，工作人员
曾根据线索将其送往大连
认亲，但比对失败遗憾返程

2016年4月20日，无名氏78在高
新区青田街道被救助。当时，她穿着
军大衣，衣服不是很脏，貌似刚走失
不久。但由于她意识比较模糊，沟通
较困难。询问时，她只是说自己姓
张，家在辽宁省，并没有其它有效信
息。被送往市救助管理站后，救助站
将其送往市优抚医院进行治疗，此后
工作人员每周都会进行回访，但得到

的有效信息很少。
今年4月份，市救助管理站将滞

站人员的寻亲信息通过腾讯新闻进
行推送。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的电话
纷纷打来。借助网络传播效应，寻亲
团也在“滚雪球”般地扩大。其中有
人打来电话称，无名氏78特别像自己
的母亲，鉴于所说信息比较吻合，市
救助管理站决定派人护送无名氏 78
前往辽宁大连认亲。

经过近9个小时的路程，工作人
员同无名氏78来到辽宁大连，见到了
寻亲者。寻亲者拿出自己母亲年轻
时的照片做对比，但“感觉瘦了好
多”，“口音不像”。“妈，我是小宝子，
还认得我不？”寻亲者不停地询问，但
老太太始终没有回应。无奈之下，寻
亲者说自己的母亲曾出过车祸，腿部
留有伤痕，可以帮助确认身份。之
后，一行人又将无名氏78送到寻亲者
老家，见到了寻亲者的父亲。但两相
比对之下，无名氏78并不是寻亲者想
找的母亲，救助人员也只好遗憾返
程。

录制寻亲节目播出后，
辽宁的张女士打来电话认
亲，等待进一步确认时，又
来了另一个认亲电话

10月10日，市救助管理站又邀请
齐鲁电视台来滨录制寻亲节目，实现
鲁辽联动，帮助无名氏78寻找家人。

节目播出后，很快就收到了一位家住
辽宁张家屯的张女士的电话，她提供
的信息和老人的情况比较吻合。

张女士说，感觉这位失忆老人是
自己的大姐，已经走失30多年。根据
照片比对，容貌确实很像。张女士
说，自己的大姐曾经做过阑尾炎和乳
腺纤维瘤手术。但经过市救助站确
认，无名氏78身上只发现胸部有一个
手术疤痕，腹部阑尾位置没有手术疤
痕。

不过在视频对话时，老人突然喊
出了一个名字“娜娜”。听到这两个
字，远在辽宁的张女士很激动，“我大
姐的女儿就叫周娜！”这个线索让市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很激动，但仍有
不少信息需要核实，只能再进行细致
的甄别。

而就在等待张女士回复的时候，
市救助管理站又接到一个电话，电话
那头的人称，无名氏 78 是自己的母
亲！

在东营打工的兄弟俩
前来认亲，提供的隐秘信息
得到确认，老人终于同儿子
团聚

一说到母亲两个字，李福明兄弟
二人的眼圈红了，声音也哽咽起来。
目前他们在东营打工，10月10日，兄
弟俩看到齐鲁电视台播出的寻亲节
目后，立马认出无名氏78就是他们的

母亲。
李福明告诉工作人员，母亲叫赵

凯元，是吉林省白城人，2012 年以前
一直跟父亲在吉林生活，直到父亲去
世后，他们把母亲接到东营广饶照
顾。母亲是在 2016 年 3 月 28 日走失
的，母亲走丢后，李福明也发动朋友
家人一起寻找，并且报了警，但找了
一个月没有结果。对比无名氏78被
救助的地点，离着兄弟二人工作的地
点只有40公里距离，3月28日走失，4
月20日被救助，时间上比较吻合，是
的可能性比较大。

随后，工作人员陪同李明福兄弟
俩一起来到市优抚医院。兄弟俩一
见到老人就哭了，非常肯定无名氏78
就是自己的母亲。而看到兄弟二人，
老人也伸出手摸摸兄弟俩的脸颊，并
给李福明提了提袜子，帮他掖好了裤
脚。

李福明说，自己的母亲左脚脚趾
缺失，右脚脚后跟有伤。这些都通过
医院工作人员得到了确认，而这些信
息并没有在新闻中提到过，因此工作
人员基本可以确认，老人就是李福明
的母亲赵凯元。

整理好档案资料，验证完身份信
息，办好离站手续，兄弟二人就要带
着母亲回家了。在送老人出大门时，
老人做了一个鞠躬的动作，工作人员
说这是她知道自己要回家了，向为她
寻家的所有人表达感谢。

录制跨省寻亲节目帮无名氏78寻亲成功
滞站一年多来，市救助管理站通过护送认亲、网络推送寻亲信息、录制跨省寻亲节目

等方式帮其寻家，期间一波三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猛猛 通讯员 刘飞鹏

近日,德国马普化学所研究人员
在欧洲及北美进行农田试验时发现，
空气中微细颗粒污染物不仅来自于车
辆尾气，很大程度上还与农业施肥有
关，通过减少含氨氮（NH3）肥料的用
量，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的PM2.5污染
物。这项研究发表在欧洲地球科学联
合会《大气化学与物理》杂志上。

空气中的PM2.5颗粒污染物对人
体的危害非常大，全球每年由空气污
染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 25 万人。在
世卫组织“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告
中，空气污染被列为全球死亡原因风
险因素第五位。氨氮化肥是农作物生
长的重要营养，然而，氨会通过肥料的

分解而逸散到大气中，并与其他无机
物质（如硫酸和硝酸）反应形成硫酸铵
和硝酸盐，进而形成空气中的细颗粒
污染物。

马普化学所大气化学项目负责人
勒利范尔德称，目前大家都在讨论由
交通导致的微细颗粒物污染，而忽视
了农业等其他污染源头。空气中大部
分的细颗粒污染物是随风飘移的，如
果农田氨氮化肥污染减少的话，会大
大降低空气中总体细颗粒物的浓度。

马普化学所的最新报告研究了北
美、欧洲、南亚和东亚四个地区的空气
污染临界值，并借助大气化学模型，计
算出合理的氨氮浓度可降低多少细颗

粒物。以德国为例，2015年德国每立
方米空气中 PM2.5 平均浓度约 14 毫
克，如果农田减少 50%的氨氮化肥使
用量，PM2.5 平均浓度可下降至 12.5
毫克。各国的PM2.5减少幅度与当地
的化肥使用量有关，根据计算，欧洲
PM2.5 浓度平均可以下降 11%，美国
19%，中国34%。

马普化学所的专家称，欧洲和北
美应制定更严格的排放法规，以有效
减少细颗粒物浓度。另外，虽然控制
排放对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
物起决定性作用，但减少农业氨氮化
肥用量可以作为有效的补充措施，而
且更加简便可行。

农田少施氨氮肥可降低PM2.5浓度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魏萱

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小康滨州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刘瑾 报道）10 月 30 日，滨城
区食药监管局邀请滨城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各3人，全程参与、现场监督
大中型商超放心肉菜公开评价工
作。当日，市食药监管局在各县区抽

掉了12名业务骨干，组成大
中型商超放心肉菜公开评价
小组，先后到银座黄河店、全
福元超市和银座中心店，采
取现场检查、资料查询的方
式，对商超食品安全管理合
规性、销售食品（含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进行了检查。
活动的开展，旨在以推进省级食

品安全先进市创建为契机，以打造依
法管理、信息透明、安全保障的消费
主渠道为目标，进一步督促大中型
商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

生鲜肉、蔬菜、鲜蛋、水产品等食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

据介绍，开展大中型商超放心肉
菜公开评价，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
方式，即随机确定检查人员、随机确
定检查门店，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此前，市食药监管局在7月份顺利完
成参与放心肉菜公开评价的大型商
超社会满意度调查的基础上，8 月 9
日又对各县区参与活动的19家大中
型商超的95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

行了食品安全法律知识培训考试。
目前，每家商超均已完成计划的抽检
批次，正在等待抽检结果。

此次检查主要是对大中型商超
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特别是肉菜质量
安全管控水平进行客观综合评价。
12名考核打分人员按照考核细则，逐
项检查打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
取平均分作为每家商超的现场得
分。采取现场考察打分、现场反馈问
题、现场指导整改的方式，并主动接
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以确
保评价的公开、公正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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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现场监督大中型商超放心肉菜公开评价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通讯员 陈永刚 报道）11 月 3 日，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集团）、滨州市
妇幼保健院合作签约授牌仪式在市
妇幼保健院举行。省妇幼保健院、
市卫计委、市妇幼保健院、各县区妇
幼保健机构主要负责人，以及医院
干部职工共计100余人参加活动。

授牌结束后，省妇幼保健院生
殖医学科、产科、影像科、儿童保健

科组成的专家团队在市妇幼保健院
坐诊，为预约就诊的患者和前来咨
询的市民开展健康诊疗服务，让广
大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医疗专
家的专业权威医疗服务。滨州市妇
幼保健院加入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集团），意味着我市享受省级医疗
资源支持有了有效载体，将大大提
升全市妇女、儿童群体看病就医的
获得感和体验感。

市妇幼保健院“联姻”
省妇幼保健院（集团）

“梦生花”首届少儿美术
作品展开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
春 报道）11月4日，“梦生花”第一届
少儿美术作品展在开明书画院开
幕。本次展览由中国形而上当代艺
术协会、滨州油画院共同主办，滨州
开明书画院承办，同时得到了中国
当代艺术联盟、中国新野性艺术群、
中国宋庄艺术论坛、中国当代女子
画会等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
据介绍，活动分为“梦生花”少

年儿童美术作品展和全国少儿美术
教师高级研修班两个学术板块。展
览自启动以来，共收到各类参选作
品近 400 件。最后共评选出参展作
品300件，从中评选出金银铜奖作品
80 件，并出版了作品集。画展将持
续至11月11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讯
员 张维亮 曹忠新 报道）11月4日上
午，由滨州市农业局、滨州市沿黄生
态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办公
室、滨州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沿
黄生态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区采风作
品散文集《黄河农桑》首发式暨作品
研讨会在滨州举行。全市30位知名
作家参加仪式暨研讨会。

参会作家围绕沿黄生态高效
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历史与现实、

生态与高效、经济与文化，围绕记
住乡愁、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以黄
河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等题材进行
了充分的研讨，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黄河农桑》一书由中国文联出
版社出版。全书收录山东省部分中
国作协会员、知名作家和滨州市重
点骨干作家等 30 余人的 40 多篇优
秀作品，是近年来滨州市比较有分
量的文学作品集。

《黄河农桑》首发式暨
作品研讨会在滨举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
中岳 报道）10 月 28 日，天地有缘·
醉美滨州——天地缘千人旗袍摄
影大赛在蒲湖风景区黄河楼畔隆
重开幕。来自滨州、淄博的25支旗
袍代表队，共计1000人迎来了一场
旗袍与白酒的美丽邂逅。

现场，淄博玖月旗袍艺术团带
来旗袍表演《三生三世》，滨州美好
童年国学幼儿园带来舞蹈《礼仪之
邦》，滨州育铭舞蹈学校带来舞蹈

《我爱唐诗》，精彩的表演拉开了大
赛的序幕。

活动期间，除了能够欣赏到不
同风韵的旗袍展示之外，旗袍走秀
美女们还可以参与天地缘“最美代
言”评选，以及摄影家“最美景色”
摄影活动评选。

据了解，“最美代言”以及“最
美景色”摄影比赛的评选，将分别
通过微信以及各大网络平台投票
进行，票数最多的前三名有奖励，
最高奖励为价值 16800 元的 100 斤
天地缘原酒一坛。

天地缘千人旗袍摄影大赛惊艳滨州天地缘千人旗袍摄影大赛惊艳滨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曹明月 报道）11月4日，市城
管执法局路灯及城市亮化管理处实
施的黄河十四路照明设施改造工程
全面完工。该工程对黄河十四路
（渤海八路至新立河东路）照明设施
进行全面提升改造，改善了该路段
的照明状况，更加方便市民出行。

据悉，黄河十四路（渤海八路至
新立河东路）道路照明工程始建于
2009 年，由于建设时 LED 灯照明技
术尚不成熟，现 LED 灯老化光衰严
重，无维修替代产品，照度很低；加
之该段路学生及车流量较大，市民

多次反映该路段路灯亮度不够，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亟需改造。

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自 10 月
30 日起，市城管执法局路灯及城市
亮化管理处启动了黄河十四路照明
设施改造工程，对黄河十四路（渤海
八路至新立河东路）42基主路灯及6
基路口投光灯共 96 盏灯头进行改
造，将原有的老旧 LED 光源灯头全
部拆除，更换新的光源灯头、灯具下
引线及箱变内的电器。工程实施
后，彻底改变了此路段的照明状况，
为广大市民提供了安全、方便的出
行环境。

黄河十四路照明设施
改造工程完工

共对42基主路灯及6基路口投光灯共96盏
灯头进行改造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猛
猛 通讯员 李健生 报道）11月1日至
3日，山东省首届院前急救知识竞赛
在滨州举办，最终滨州市代表队获
得团体一等奖。

此次竞赛由山东省医院协会
主办，山东省医院协会急救中心
（站）管理委员会、滨州市紧急救援
指挥中心承办。全省 17 地市每市
派一支代表队参赛，每支参赛队伍

由 1 名院前急救医生、1 名护士、1
名驾驶员组成。竞赛分为初赛和
决赛两个环节，17 支代表队分为三
组，取前两名进入决赛。最终，滨
州市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莱芜
市代表队、菏泽市代表队获得团体
二等奖，德州、青岛、临沂三支代表
队获得团体三等奖；济南市急救中
心、滨州市急救中心获得优秀组织
奖。

山东省首届院前急救知识竞赛在滨举办

滨州市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

共建全国共建全国文文明城明城市市
共享美好共享美好幸幸福生福生活活

三轮车出事故倾翻
车主被压车下伤势严重

市东城管队员巡逻途中合力救出伤者，并将
其送往医院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刘倩庭 报道）11月3日下午3点左
右，在黄河十二路渤海八路路口，一
辆电动三轮车歪倒在地，旁边散落不
少餐具、餐具箱子，一度引发拥堵。

恰在此时，滨城区市东城管一、
四中队队员巡逻至此，便立即上前查
看。经了解，原来是一辆电动三轮车

和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电动三轮
车上的餐具、餐具箱子全部散落在
地。由于电动三轮车车主被压在电
动车底，受伤严重，当时已经休克，伤
情十分危急。

由于现场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导
致交通有些拥堵。城管队员们没有
一刻迟疑，立即分工合作，全力救
人。大队长王涛掏出手机拨打了
120，韩淼等3名交警同志快速疏散围
观群众及车辆。救护车赶到后，5名
城管队员将伤者抬上120救护车，其
余的城管队员一起帮忙收起餐具、餐
具箱子，清理了路面，并将电动三轮
车停放在路边。不一会儿，伤者的家
人赶到。经过稳妥交接后，城管队员
们默默离开，继续正常巡逻。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东城管大
队涌现出了一系列见义勇为的好人
好事。在日常巡查中，面对需要帮助
的市民，执法队员都会主动伸出援助
之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弘扬
了社会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