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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部门回音

学校广播音量大
已协调进行调整

市民致电12345反映，
新华路实验小学广播音量
过大，噪音扰民，望学校降
低音量。

部门回复：市教育局表
示，接到投诉后立即与学校
联系，已协调学校在不影响
学生正常活动的情况下，尽
量将广播音量调到适当位
置。

工程停工多日
影响市民出行

市民致电12345反映，
灵峰村和灵狮村正在安装
排污管道，但已停止施工多
日，影响群众通行，望加快
施工进度。

部门回复：福建石狮产
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表示，经现场查看，已
督促施工班组加快进度，并
加强现场安全围挡、警示灯
等安全措施，预留通行道
路。 （秋玉 整理）

这个24小时吸氧的“唐宝宝”
想出门看看世界

早产女婴患先天性心脏病、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呼吸衰竭，急待救助

12345·民生咨询

1.在永春缴纳的2022年
新农合如何转移到石狮？

答复：目前新农合无法
办理转移，且永春地区的新
农合报销比例与石狮一样。
若坚持在石狮办理2022年新
农合，可前往永春新农合窗
口办理退保，再来石狮办理
新农合手续。

2.港澳台居民如何办理
居住证？

答复：需提交材料：（一）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
者五年期台湾居民来大陆通
行证；（二）提交下列证件或
材料之一：①合法稳定就业：
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
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就
业的材料等；②合法稳定住
所：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产权
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或房屋
出租人、用人单位或就读学
校出具的住宿证明；③连续
就读证明：学生证、就读学校
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就
读的材料等。

3.户籍不在石狮也未办
理居住证，能否在石办理结
婚登记？

答复：福建省内地居民
结婚登记“全省通办”适用于
本省户籍居民在其经常居住
地办理结婚登记，要求结婚
的男女双方可到一方当事人
常住户口所在地或者经常居
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
理结婚登记。选择在一方经
常居住地申请办理结婚登记
的，除按照《婚姻登记条例》
第五条规定当事人需要提交
的证件外，还应当提交一方
当事人经常居住地的有效居
住证。

4.如何申请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补贴？

答复：早期办理独生子
女证的独生子女父母享有计
划生育奖励扶助。年龄上，
城镇户口：男女双方均需满
足 55 周岁才可享受（54 周岁
可开始申请），农村户口：男
方满足 55 周岁、女方满足 50
周岁即可享受（同样可提前
一年申请），可至户籍所在地
村委会申请。

5.如何查询房屋登记信
息？

答复：个人查询本人及
家庭成员名下房屋登记信息
可通过“i 石狮”微信小程序
—“掌上证明”栏提交查询申
请及相应资料照片，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在三个工作日内
办结并反馈查询结果。申请
人或使用方可自行在手机端
下载打印查询结果。

（秋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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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吸氧管、睁着大眼睛、
伸伸小舌头，目光往天花板处搜
索着……11月9日下午，宝盖镇
后垵村一处出租房内，9个月大
的婷婷刚睡醒，她很乖巧，对这
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因为疾病，
从今年2月8日出生至今，她更
多的时间是在医院病房和出租
屋内度过的。

今年10月 22日，本报民生
热线版以《早产女婴患先天性心
脏病 呼吸衰竭急待社会救助》
为题，对婷婷一家的遭遇进行报
道。截至昨日，市慈善总会精准
救助婷婷的账户，仅收到捐款
3900余元。在感谢爱心人士的
同时，婷婷的父母对孩子的未来
也十分迷茫——谁来给婷婷一
次重生的机会！

“唐宝宝”患先天性
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室
间隔缺损）；肺动脉高压重度；唐
氏综合征；I型呼吸衰竭。”10月
21日，泉州市第一医院出具的一
份疾病诊断书显示，婷婷身患多
种病症。她的生命刚刚开始，却
要面对病魔的折磨。

婷婷的胎龄32周+4天，因
为早产以及相关病症，从出生至

今，她已住了三次院，最近的一
次是10月15日。“高烧至38℃，
呼吸困难，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
书。”47岁的父亲张长旺说，当时
自己慌得连字都不敢签。好在，
经过医院抢救，婷婷的生命体征
逐渐平稳，高烧也退了，直至10
月28日才出院回到石狮。“建议
出院后心外科随访，尽快手术治
疗……”出院记录上，医生留下
了指导意见。

“什么是唐氏综合征？为何
叫‘唐宝宝’？”相比先天性心脏
病等疾病，张长旺夫妇显然没有
概念，只觉得孩子面孔奇特。在
记者的简单介绍后，他们依然有
不少疑惑，“眼下，先想着把孩子
的命保下来。”

24小时吸氧不能停下

确实，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保
住孩子的生命。出院回到家里
的婷婷必须24小时吸氧，父母
东借西凑了3000元，买来一台
家用制氧机给孩子用。

“孩子还太小，只能开到
0.5LPM（0.5升/分钟），这些天呼
吸稳定了许多。”36岁的母亲杨
文兰说，此前婷婷睡觉时，呼吸
声音很大，像成人打呼噜一样，
自己都不敢睡着，生怕吸氧管从
孩子鼻孔脱落或者被身体压住。

常言道，“七坐八爬九扶
站”。9个月了，婷婷的体重和身
高远不及同月龄婴儿，虽然也在
发育，慢慢学会了翻身、抬头，但
还不能坐更不能扶、站。“孩子很
想出门‘玩’，但医生建议留在室
内，以免再次发生呼吸道感染。”
杨文兰说，现在24小时吸着氧，

想走到屋外都很难。
“婷婷从出生到现在医疗花

费10多万元，后续的先天性心
脏病手术费用实在没有着落。”
杨文兰叹着一口长气说，老家的
亲戚大多经济条件都不好，女儿
患病之后，亲戚之间该借的也借
了。接下来的日子，便成为一种
煎熬。

募捐半个月不足
4000元

张长旺是江西省抚州市黎
川县德胜镇司前村人，妻子杨文
兰同样来自抚州，夫妻俩还有一
个大女儿，在宝盖后垵学校就读
初一。张长旺在石狮务工 23
年，早年在五金厂工作，现为一
家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被安排
在宝盖镇一公司仓库当物流打
包员，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他
有限的工资。

今年10月 21日，在接到张
长旺夫妇的求助后，石狮市慈善
总会决定将婷婷纳入“精准救
助”项目，并与《石狮日报》再次
启动“石狮爱心·码上直达”公益
协作机制，爱心人士可直接扫码
捐款。令人焦急的是，截至目
前，婷婷的捐款账户仅收到3900
余元善款。

这个 24 小时吸着氧的“唐
宝宝”，未来的道路充满坎坷。
如今，她来到了这个世界，还请
给她的生命一次机会。本报呼
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扫码文中
二维码直达捐款页面，给她力
量，护她健康，让她能够走出狭
窄的屋子，看看这个美丽的世
界！ （记者 林恩炳 颜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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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9日，在学府路石光中学段，一辆小
轿车将一捆货绑在车辆右侧。这样载货方便了自己，
但也暗藏安全隐患。 （记者 颜华杰）

轿车侧边“载货”

本报讯 近日来，灵秀镇对辖区各路段减速带进行
摸排，由专业施工队对不适宜的减速带进行拆除，修复整
治存在裸露膨胀螺丝等“钉子阵”减速带46处172米。

为了彻底清除“钉子阵”，灵秀镇多措并举，召开专
题会议并制定整治方案，镇道安办联合市交警设施中
队等部门到现场查看裸露膨胀螺丝等“钉子阵”情况，
并对全镇各路段减速带进行摸排。由专业施工队对不
适宜的减速带进行拆除，对存在裸露膨胀螺丝等“钉子
阵”的减速带进行修复。

下一步，灵秀镇道安办等部门将安排人员不定时
对辖区减速带进行日常巡查，防止再次发生裸露膨胀
螺丝等“钉子阵”现象。 （记者 陈丽明）

沿街垃圾桶太少
垃圾往哪扔？

本报讯 日前，有市民向12345热线反映，石祥路水
产品批发市场路段没有设置垃圾桶，导致周边环境卫生
脏乱，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

11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市民反映的路段发现，道
路两侧确实有不少零星垃圾。水产品批发市场路段有
不少沿街商铺，记者一路走下来，的确没有见到垃圾
桶。直到快走到石祥路洪厝村路段时，才看到路边有
几个垃圾桶。附近市民说：“经常看到有人拿着垃圾不
知往哪扔，还是希望能多设几个垃圾桶，省得有人随地
乱扔垃圾。” （记者 林本鸣 郑秋玉）

减速带损毁留“钉子阵”

本报讯 石狮市公安局将
“团圆行动”纳入“我为群众办实
事”重要项目推进，依法严厉打
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石狮公安解救被
拐儿童3人，打掉拐卖儿童犯罪
团伙1个，破获省督拐卖儿童案
积案2起，组织12场认亲活动。
这是记者近日从石狮市公安局
获悉的消息。

醉驾男子与阔别
20年的亲人团聚

今年年初，石狮警方在一次
设卡查酒驾中，从一张虚假身份
证中牵出一段跨越20年的离家
出走往事，所幸血浓于水，最终
阔别20年的亲人得以团聚。

1月 18日 21时许，祥芝派
出所在祥芝大堡辖区路段设卡，
抓获一名涉嫌醉驾的男子。在
办理醉驾男子案件过程中，根据
该男子提供的身份证，民警核实
身份证上的男子系浙江义乌籍，
且该男子从未离开浙江义乌。

进而，民警断定该身份证并非醉
驾男子本人的。

随后，经石狮市公安局刑
侦大队深度研判，该涉嫌醉驾
男子与山东临沂孟某长相相
似，匹配度极高。祥芝派出所
民警立即与山东临沂孟某家属
取得联系。从家属方面，民警
获悉，早在2001年，孟某与父母
发生争执，置气离家出走。家
属寻找多年无果，以为孟某已
死亡，遂在当地派出所注销其
户口。紧接着，民警告知家属
有一名男子与疑似失踪的孟某
极为相似，并添加家属微信发
送照片。通过微信发送的照
片，家属确认该男子系失踪的
孟某。1 月 21 日深夜，孟某的
老父母从山东赶到祥芝派出所
现场认亲。

12年后骨肉重逢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4月

12日下午，在石狮市公安局刑
侦大队会议室举行的认亲仪式

上，胡某军夫妇将儿子搂入怀
中，一家人相拥而泣。

12年前，胡某军夫妇年仅3
岁的儿子在租住地附近玩耍突
然走失。多年来，胡某军夫妇一
直没有放弃寻找失散的儿子。
直至今年3月份，终于有了好消
息。通过公安机关DNA数据库
比对，胡某军夫妇与石狮市的吴
某存在亲缘关系。接到通报后，
石狮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在
宝盖派出所的配合下，第一时间
找到吴某及其抚养人了解情况
并重新采集血样进行复核。经
比对，最终确认胡某军夫妇是吴
某的亲生父母。

认亲仪式结束后，胡某军
夫妇来到吴某养爷爷养奶奶
家，看到吴某从小到大的照片，
不禁感慨万千。在了解吴某的
成长历程后，胡某军夫妇表示
尊重吴某想继续留在石狮生
活、读书的意愿，同时希望吴某
能回资阳老家看看年迈的奶奶
和两个弟弟。

29 年寻子路终迎
大团圆

日前，在石狮、天柱两地警
方联合举行的“团圆”行动认亲
仪式上，吴某钧夫妇与失散29
年的儿子蔡某相认，一家人终于
团聚。

事情还得从1992年7月说
起。当时，家住天柱的吴某钧带
着仅2岁的儿子前往老家集市
赶集，不想儿子却在集市中走
失。发现儿子不见后，吴某钧连
忙发动周边的亲朋好友一起寻
找却一无所获。寻子之路犹如
大海捞针，始终无果，但29年来
吴某钧夫妇从未放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迎来
了好消息。通过公安部有关数
据库比对发现，石狮市的蔡某与
吴某钧夫妇很可能存在亲缘关
系。经石狮、天柱警方对当事人
再次采血复核检验，最终确认蔡
某就是吴某钧夫妇失散29年的
儿子。 （记者 杨德华）

今年来，石狮公安组织了12场认亲活动

“团圆行动”圆了团聚梦

本报讯 为了养活一家九口
人，28年前，生活在宁德古田凤
埔乡深山的身体有残疾的张鸿
建、喻香花夫妻把老三、老四、老
五三姐妹寄养在别人家。2021
年11月6日，失散28年的姐妹，
在泉州后渚海防派出所民警的
护送下，分别从泉州、闽侯出发，
回到她们的出生地宁德市古田

县凤埔乡栾龙村认亲。
10月 15日，泉州后渚海防

派出所民警接到线索，辖区内名
叫张新燕的女士疑为被拐失踪
人员，需要对其进行血样采集以
作进一步比对。

10月27日，宁德警方回复，
已经找到张新燕的亲人。随后，
更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通过

DNA比对，警方同时找到了张新
燕失散28年、现在生活在闽侯的
三姐张秋英。

11月 6日，张新燕、张秋英
在警方的护送下，分别从泉州、
闽侯出发，回到宁德市古田县凤
埔乡栾龙村认亲。

民警了解到，家庭贫困、身
体残疾的张鸿建、喻香花夫妻生

活在宁德古田凤埔乡的深山
里。他们育有7个子女，前五个
孩子均为女儿，老六老七为儿
子。1993年9月10日，生活每况
愈下的夫妻把老三（闽侯张秋
英）、老四（泉州张新燕）、老五
（未命名）三个女儿通过中间人，
托付给有条件的人家抱养。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胡杨）

寻亲成功 姐妹俩离家28载终相聚

本报讯“宝岛
路不少香樟树上钉
有铁钉。”日前，有
市民致电12345反
映，宝岛路长宁路
口至湖东菜市场段
两侧的香樟树上

“长”着不少铁钉，
担心会影响树木生
长，希望有关部门
核实处理。

11 月 9 日 上
午，记者来到宝岛
路走访发现，从宝
岛路长宁路口至湖
东菜市场段两侧的
香樟树上，绝大部
分都存有该市民反
映的情况。每株香
樟树上都钉有四五个铁钉，这些铁钉露在树干外面的长
度约有3到5厘米，锈迹斑斑。为何路旁这些香樟树会
被钉上那么多的钉子呢？据附近市民反映，这些铁钉是
之前为了固定树干以及抵御狂风，为香樟树架上支护时
钉上去的。后来支护拆除，铁钉却没有拔除。市民担忧
地说：“铁钉钉入大树树干，会不会影响其正常生长？行
人路过时会不会被划伤？希望有关部门及时清除树上
残留的钉子。” （记者 林本鸣 郑秋玉）

行道树上“长”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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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拔！

拆除！

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