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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泰山

“平时都是别人帮助我们，这次我们也有机会献爱心”

福利院十天募集善款 1 .5万
第 106 期“空中诊室”今日开诊

专家介绍
夏日孕妇保健常识

本报泰安 6 月 22 日讯
(见习记者 周倩倩) 23 日
(周四)，本报健康家园第 106
期“空中诊室”栏目将准时开
诊。上午 9：30 ——— 11：00，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
专家王凤莲，将以电话义诊
的形式，为孕妈妈们讲解夏
季如何保健，生产时需要注
意哪些事情。

夏季，随着天气越来越
热，对于怀孕的准妈妈来说，
必将要经历一段难熬的时
光。对于夏季的保健问题，很
多孕妈妈们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更不知道夏季如何合
理安排饮食，洗澡需要注意

哪些问题，怎样避免皮肤问
题等等。本期将围绕夏季孕
妈妈的保健问题接受市民咨
询。

王凤莲，泰山医学院附
属医院妇产科学教研室主
任、妇产科主任、产科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

本期“空中诊室”栏目时
间：6 月 23 日上午 9 ：30-
11 ：00 ，读者可拨打健康热
线 18254839197 与专家进行
直接交流，也可提前发送问
题至栏目邮箱 zhouqian2448
@126 .com。本报“空中诊室”
健康热线每周四上午 9 ：30
至 11 ：00 开通，与泰山医学
院附属医院合作，进行电话
义诊，所有专家都具有副主
任医师以上职称。

“新闻第一人称”
话题确定
聊聊填报高考志愿的故事

本报泰安 6 月 22 日讯
(记者 侯艳艳) 高考结束
了，28 日，考生们将陆续开
始填报高考志愿。走过高考
的你一定对填报志愿的那一
天有着深刻记忆，快来和读
者分享那些故事吧。

填报过高考志愿的你，
一定有些事情难以忘怀吧，
相信你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或
教训。你的一句提醒，足以给

许多考生以启发；你总结的
填报志愿的好方法，足以让
不懂填志愿的考生走出迷
茫。如果你有相关经验或你
想与大家分享填报志愿的故
事，赶快拿起笔，写出来吧。

你可以拿起电话，拨打
18653881003 向记者倾诉你
的故事；也可以写完稿后，
直接发到邮箱：xwdy r c@
163 .com 。要求文章采用第
一人称叙事，内容真实，条
理清晰，字数 600 至 800 字，
文章内注明作者姓名、工作
单位。

“水浒文化是泰山文化的一部分”

专家揭秘
水浒与泰山文化联系

本报泰安 6 月 22 日讯
(记者 李虎 通讯员 孙

新东) 水浒与泰山到底有
何联系？《水浒传》中的戴宗
与泰山有何渊源？针对这些
问题，山东省水浒研究会副
会长刘传录 18 日做客泰山
名人酒店，为 40 多名文学爱
好者进行了现场解答。

在演讲中，刘传录揭秘

水浒文化是泰山文化的组成
部分。他说《水浒》中神行太
保的名字叫戴宗，就是泰山

“岱宗”的谐音。他提出“《水
浒》是把泰山作为精神归宿
地”、“水浒文化是泰山文化
的一部分”等一些新观点。

演讲结束，刘传录与在
场的文学爱好者进行了互动
交流。

本报泰安 6 月 22 日讯(记者
刘慧娟 通讯员 郭姣璐 王

春晖) “这是好事啊，必须支持，
为慈善献点爱心，应该。”住在泰
安市社会福利院老年公寓的宋俊
义与王景忠老人拿出 200 元钱说。
作为回报社会的一种表达形式，
泰安市福利院积极响应慈善月捐
款活动，1 0 天时间共募集善款
15097 余元。

泰安市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
说，老年护理部的老人和护工们
得知慈善月捐款的消息后，短短 3
天，他们就将募集到的 4000 余元

爱心款送到了福利院总务科。公
寓很多离退休老干部听说捐款活
动后，都表示支持，纷纷响应。有
些老人自己没有工作，需要靠子
女养活，平时子女给点零花钱，都
舍不得花，生活很节俭。但听说是
慈善捐款，也毫不犹豫捐献。很多

“三无”老人也纷纷把自己平时积
攒下的零花钱捐到工作人员手
中。82 岁的高俊瑞老人已经在福
利院生活了近 30 年，作为一名参
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老党员，
高俊瑞说：“奉献爱心是党员义不
容辞的责任。”刘泽老人爱好书

画，平时连稍好点儿的颜料都舍
不得买，但是一听说慈善月活动，
立刻拿出 80 块钱。

除了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
院康教部的孩子们也把节约出的
零花钱交到老师手中。7 岁的褚忠
浩说：“平时都是别人帮助我们，
这次我也能有机会献爱心啦”。无
论是家境宽裕的公寓老人，还是
完全靠政府供养的“三无”老人、
孤残儿童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

截至捐款日期结束，泰安市社
会福利院累计捐款达 15097 元，这
些钱将全部捐入泰安市慈善总会。

旭旭一个月连住三次院

白血病男孩病情恶化

本报泰安 6 月 22 日讯(记者 刘
慧娟) 本报“天使的微笑”栏目曾连
续关注的白血病男孩，在经过 2010
年下半年十几个大小疗程的治疗后，
于今年转入维持阶段。但由于化疗导
致免疫力太低，旭旭已经因为感染连
续三次住院，病情有恶化的趋势。

“你看看，这个月来回折腾了三
趟了，大人怎么都好说，孩子禁不起
啊。”22 日，6 岁男孩旭旭的妈妈王
梅英坐在病床边，心疼得直掉泪。记
者看到旭旭病床边的床头柜上没有
一点营养品，有一瓶喝了一半的苏打

水还是临床的病友送给他的。
王梅英说，自从去年年底做过

一次大型化疗之后，旭旭住了半个
多月的院，就转入长达两年的维持
治疗，同时身体也变得很虚弱，一不
注意就会感冒。6 月初由于赶上一次
流感，加上在家吃药维持治疗，卫生
条件稍较差，旭旭发烧、咳嗽引起支
气管炎，住了一个星期的院。由于住
的是 流层床 病房，七 天一共 花了
5000 多。王梅英没敢再住院，于是收
拾了东西急匆匆地带着旭旭回家去
了。

“大夫推测说，可能是因为上次
没治利索就出院了，所以复发感染
的频率也很高，结果这次又发烧了，
还咳嗽，嘴里上火，起了很多小燎
泡。”王梅英后悔地说，这次不敢再

省钱了，彻底治好感冒再走，要不然
受罪的还是孩子，但是另一方面又
担心往后的医药费，所以很纠结。

泰安市中心医院第三病区儿内
科医师牛婷婷说，进入维持治疗期的
旭旭，最怕的就是因为免疫力降低而
出现各种并发症，因此除了每天吃些
固定的化疗药物之外，还要每三周做
一次心检，每八周做一次骨穿，每年
还要再做一次综合性的大型化疗。由
于每次的项目和医药费不同，但总体
算下来也需几万块。

“旭旭也享受新农合，比如上次
花的 4000 元，就报了 1000 ，剩下的
还是得借钱。”王梅英说。由于去年
好心人捐助的善款全部用在医药上
了，这次病情突然加重，爱心账户上
又出现了赤字。

19 日中午，在
灵山大街西段，几
十棵新栽种的小树
上挂着输液袋。泰
安市园林管理局园
林二所工作人员吴
培海介绍，灵山大
街西段高铁新区附
近绿化工作正在紧
张进行中。

本报记者 刘
慧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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