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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冷静期效果挺明显
西海岸新区37%的夫妻放弃离婚申请
□半岛全媒体记者

汪院萍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逐年升高，
“闪
婚”
“闪离”现象越来越多。
正是在此背景
下，国家在《民法典》中设立了离婚冷静
期。
如今一个周期结束，
离婚冷静期效果
显现，
新区37%的夫妻放弃离婚申请。
近日，薛亮（化名）和妻子拿着离婚
申请回执单来到婚姻登记处抱歉地说：
“不好意思，我们不离婚了，当时我们都
在气头上，太冲动了。”据了解，他与妻子
王丽（化名）是1月5日提出的离婚申请，
因为伴嘴赌气离婚，经过离婚冷静期的
反思，体会到了妻子照顾家庭的辛苦和
子女因此受到的身心伤害，决心好好经
营家庭关系和夫妻关系，
相濡以沫，共度
此生。
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离婚冷静期撤回申请的有老年夫妻也
有年轻夫妻。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天早
上，
一对老年夫妻急匆匆赶到登记窗口，
说要撤回离婚申请，老大爷当时不停地
埋怨自己不应该这么草率，他说跟老伴
儿回去也认真考虑了，回想起一路走来
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
其实挺不容易的，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正在办理业务 。

俩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还是希望
相互扶持走过金婚。”
一位工作人员说。
所谓离婚冷静期，
就是冷静思考期，
是指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
时，依法应当对是否离婚进行冷静思考，
经过30天冷静思考后认为确实需要离

有缘血脉相连，为你义无反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赵远

陈文堂

4月6日，青岛市红十字会、青岛港
集团、西海岸新区管委、新区红十字会
组织欢送仪式，欢送全市第103例、新
区第2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乐同志
赴济南捐献造血干细胞，
挽救苏州市某
医院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现为山东港口
王乐，
生于1989年9月，
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职工。
2019年7月，
王
乐留取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随时准备
捐献造血干细胞去挽救血液病人的生命。
2021年3月，
西海岸新区红十字会通知其
造血干细胞与患者初配成功时，
他毫不犹
并积极配合红十字会顺利完
豫同意捐献，
成了高分辨和捐献前体检等流程。
王乐成
为青岛市第103例、
新区第20例非血缘关
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作为山东港口青岛港的一名职工，

王乐深受山东港口青岛港公益氛围的
感召。选派医疗人员驰援抗疫前线、为
乡镇儿童捐建“希望小屋”，开展“天使
之旅”
先心病儿童救助等一系列实际行
动彰显了山东港口青岛港“热心公益事
业、
彰显社会责任”
的国企担当。
王乐认
为，作为一名国企职工，积极投身社会
公益事业是自己应有的责任。
因偶然的机会，
王乐在医院血液科
病房看到身陷痛苦的血液病患者，
他深
受触动。2019年7月1日献礼党的生日，
王乐在参加单位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
时采样入库，立志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
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2020年底在接到山
得知自己与一位陌
东省红十字会通知、
生患者配型成功的消息后，
王乐没有任
何犹豫，积极履行自己捐献救人的承
诺。
“能以举手之劳去帮助别人，甚至挽
救一个人的生命，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情，我很幸运。
”王乐骄傲地说。

百年薪火传，先锋耀岛城
“
‘百人、
百堂、
百部’
话百年风华”
微党课大赛新区长江路街道赛区举行
□半岛全媒体记者

段姗姗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感召广大党员群众学党史、颂党恩、跟
党走，
根据市委组织部、区委组织部《关
于开展“‘百人、百堂、百部’话百年风
华”微党课大赛活动的通知》，4月8日
下午，
新区长江路街道在丁家河社区大
礼堂组织开展了
“百年薪火传 先锋耀
岛城”
暨
“三百”
微党课大赛。
大赛分为宣讲类党课和特色类党
课两种形式，
参赛选手根据党课类型分
为两组，每小组单独比赛，赛事评委会
当场打分及评选。参与本次大赛选拔的
宣讲类作品共18件，特色类作品10件，
聚焦新区红色基因和不同时代涌现出
的先锋事迹，围绕“我和支部的故事”、
“家庭与党的故事”、
“集体与党的故事”
三大内容，
生动展现了党建统领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
在微党课大赛现场，
《 抗疫一线党

旗红》
《我和支部的故事》
等诸多寓事于
理、情理交融的故事深深打动着场下听
众的心。选手们结合自身经历，用深入
浅出的语言，多维度阐释着人民立场、
坚守初心、奋斗精神的丰富内涵。
山东快书《二哥探亲》、
革命现代京
剧《红色娘子军》等特色党课，节奏明
快，
感染力十足，
“让大家在曲艺氛围中
体悟党史故事，特别生动，完全被代入
了故事情节，今天的幸福生活确实是来
之不易，
希望后辈们能将红色文化和革
命精神弘扬开来，
不断续写新的历史篇
章。
”一名党员观众对记者感慨道。
“带头讲党课、
人人讲党课”
，
以赛促
学、
以赛促行，
本次微党课大赛，
旨在加强
上方党建工作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让基层
党组织更具组织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通过
促使
讲述红色故事和各行各业先锋事迹，
广大党员见贤思齐，
激发勇立潮头、
敢于担
当、
奋发有为的内生动力，
凝聚起不忘初心
跟党走、
不负韶华建新功的奋进力量。

婚的再办理离婚登记。
“离婚冷静期”既
是冷静思考期，
又是离婚准备期。当事人
既要认真思考是否必须离婚，也要思考
离婚后生活怎样安排、财产如何分割、子
女如何抚养等问题。冷静期就是让大家
对婚姻更加谨慎，给离婚决定一个认真

思考的过程。
“离婚冷静期”是我国法律上的新鲜
事物，一度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很多网
友对此表示不理解，认为应当尊重个人
意愿,结婚自由，离婚也应自由。然而根
据大数据分析，中国有百分之四十的犯
罪分子来自单亲家庭，而我国近几年离
婚的夫妻中,不乏轻率离婚和冲动离婚
的现象。离婚虽然是成年人的决定，但是
对未成年儿童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
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可以维护家庭关系
的稳定，维护子女成长的利益，对于挽救
赌气型、冲动型离婚具有一定意义和作
用。
尽管离婚冷静期自2021年1月1日开
始施行，但因元旦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
的婚姻登记处于1月4日才正式开始接受
离婚申请，加上冷静期30天和发证受理
期30天，3月31日才是1月份最后一批申
请离婚者最后一天办离婚证的日子。
据 西 海 岸 新 区 婚 姻 登 记 处 统 计，
2021年1月共提出申请离婚336对，其中
已登记199对，申请撤回5对，超期撤回
132对，当月撤回离婚占比37 . 4%，登记
离婚数比去年同期降低19 . 4%。

安全员驻厂
“亲身实践”
促提升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徐腾飞

邱云

日前，为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青岛西
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水务有限公司组织
开展了专职安全管理员驻厂活动。通过
驻厂上班让公司安全员深入了解水厂
的生产工艺和重点环节等内容，
使其将
生产、业务和安全相融合，更有针对性
地做好安全管理工作。

驻厂期间，安全管理员秉承“学字
当头、干字为要”的理念，深入了解水
厂生产工艺流程、操作规章，参与安全
教育培训、班组3+1活动等，通过亲身
实践掌握厂内安全隐患多发点、职工
安全意识盲点，结合专业知识，共同研
究制定安全隐患防范常效机制，有针
对性地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使水厂安
全生产管理进一步提升，防范各类安
全事故，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发展。

集团化办学让薄弱学校的孩子也能与国际接轨
□半岛全媒体记者

汪院萍

4月8日，对于太行山路小学行知
校区的孩子们来说是特别的一天，受益
于集团化办学的利好，
他们第一次跟远
在俄罗斯的同龄人以视频对话的方式
进行了交流，
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
上跟国际友人面对面交流。
为了能更好地完成这节特殊的课
程，太行山路小学教育集团还专门邀请
了中国海洋大学的俄罗斯博士研究生
卡佳作为临时带班老师。上午九点半，
参加这次视频对话的孩子们就已经整
整齐齐地坐在教室里了，因为是第一次
上这样的课，所以孩子们显得有些拘
谨。经过卡佳的鼓励和引导，孩子们才
逐渐放松下来。
九点五十，这堂别样的课程正式拉
开帷幕。
参与此次课堂的是太行山路小
学、
太行山路小学行知校区和俄罗斯哈
巴罗夫斯市第四中学三所学校的学生。
对于太行山路小学的孩子们来说，这样
的课程并不陌生，
所以一开始的对话从
他们开始。
看着太行山路小学和俄罗斯
哈巴罗夫斯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们自信
地介绍自己的学校和城市，行知校区校
区的孩子们也彻底放松下来，
脸上的严
肃被笑容取代。
“ 我们是第一次上这样
的课，心情很激动。这课堂上我也了解
了很多俄罗斯学生的学习状态，
还挺羡
慕的。
”
行知校区五年级学生高悦馨说。
随后，行知校区的孩子们和俄罗斯

太行山路小学行知校区的学生正
在上国际课 。

哈巴罗夫斯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们通过
相互提问的方式进行了简单的交流，让
孩子们对对方的学习生活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行知校区的老师和学生们还为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市第四中学的师生
表演了节目，整个课堂一篇欢声笑语。
据太行山路小学行知校区的李志鹏
主任介绍，行知校区由于地理位置较偏
的原因，虽然也是城市学校，但规模小，
各方面力量相比城区的学校还是比较薄
弱的。
目前全校共有6个教学班，
93名学
生，
该校是2020年8月才被正式纳入太行
山路小学教育集团的。
“自从被纳入教育
集团后，太行山路小学校区充分发挥骨
干辐射和引领作用，对我们的老师和学
生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学生也享受
到了很多原来没有的资源和平台，很大
程度上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李志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