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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苏一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为泰安第六例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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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1月17日讯(记者 刘
来) 17日上午，24岁的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郭晔，在泰安市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陪伴下，赴济南进行造血
干细胞捐献。郭晔也成为泰安市第
6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17日上午9时30分，泰安市红
十字会为郭晔举行了简单的欢送
仪式。郭晔的公司领导、自行车俱
乐部的车友也赶到现场，和郭晔合
影留念，为郭晔加油打气，祝愿他
能捐献成功。

今年24岁的郭晔是宁阳人，在
泰安市高压开关厂上班。2007年11

月20日，郭晔在自己18岁生日那天
无偿献血400毫升，之后每年都参
加无偿献血。在听说捐献造血干细
胞可以挽救白血病患者的生命，郭
晔在2010年6月到泰安市中心血站
采集血样。2012年10月21日，郭晔
的造血干细胞与江苏苏州一名白
血病患者HLA低分辨分型相合。
在做高分辨配型后，郭晔与患者配
型成功。

1月17日上午，郭晔在泰安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陪伴下，坐上了
赶赴济南的车。按照捐献计划，郭
晔将住在山东省省立医院一周，并

在1月22日和23日采集造血干细
胞。

据了解，2009年以来，泰安市
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共采集血样
1466人份，其中与白血病患者HLA

低分辨分型相合者31例，HLA高分
辨分型相合者12例，已有5例造血
干细胞志愿者捐献成功，郭晔成为
我市第6例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
者。

“希望我捐献的造血干细胞，
能够让那位患者早日恢复健康，也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中华骨
髓库。”郭晔说。

泰安横店电影城

凭当天报纸到横店电影城观影，享受6

折优惠！！
《大叔，我爱你》 片长105分钟 票价50元

10:55

《夺宝联盟》片长125分钟 票价50元 13:20
15:40 18:00

《快乐大本营之快乐到家》
片长100分钟 票价50元
10:30 11:30 12:20 13:00 14:10 15:00 16:00 16:50
17:45 18:40 19:35 20:30 21:25 22:20

《人再囧途之泰囧》片长105分钟 票价50元
11:15 13:10 14:50 19:05 20:15 21:05 22:10

《十二生肖》(3D版) 片长105分钟 票价60

元 10:35 12:50 15:10 16:40(2D) 17:25 19:45
22:00

《一代宗师》 片长125分钟 票价50元
11:05 12:10 13:30 14:35 15:55 17:00 18:20

19:20 20:45 21:45
2013年1月优惠活动：1月预存128元

(另付10元卡费 )即可办理白金会员卡！~

会员刷卡购买爆米花等小食品，可享受
8 . 8折优惠！
地址：温泉路北首宝龙城市广场南区2楼
电话：0538-8889588

先锋影城

《一代宗师》 片长 130分钟 票价 50

元 9:30 12:00 14:30 17:00 19:30

《十二生肖》(3D) 片长 122分钟 票价
60元 10:10 12:30 15:00 17:20 19:40

《人再囧途之泰囧》 片长 105分钟 票
价 50元
10:50 13:20 15:40 20:00

《大上海》 片长 120分钟 票价 50元
18:30

《越位者》 片长 93分钟 票价50元
11:20 13:40

《快乐大本营之快乐到家》 片长 96分钟
票价50元 9:40 11:40 14:00 16:00 17:40

19:00 20:40

《夺宝联盟》 片长 123分钟 票价50元
10:30 13:00 15:20 18:00 20:20

1 . 18影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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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到，
市民开始准备干
果、糖果。开心
果58元/斤，但
买的人仍很多。

本报见习记者
侯峰 摄

干果俏

泰城出租车昨起抽检
本报泰安1月17日讯 (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毕振华 谢
飞) 17日起，泰安市交通局运管
处出租科将随机检查泰城10家出
租车公司的100辆出租车，检查不
合规定的车辆要当场整改，不合
格车辆不能参加2013年春运。

检查从17日开始，重点检查

车辆的灯光、制动系统、转向系
统、消防器材配备情况和车内防
护网安装情况等方面，对检查不
符合相关规定的车辆责令其当
场整改，无法当场整改的限期整
改，整改后由公司负责验收，出
租科做复检工作，杜绝车辆“带
病”上路。

普照寺腊八节施粥
本报泰安1月17日讯(记者 梁

敏) 19日是民间传统节日“腊八
节”。泰山普照寺将于这天早上6点
30分起，施粥一上午。该寺逢腊八
节施粥已有七八年。

16日，记者在泰山普照寺看到，
后厨劈好的木柴码放得整整齐齐，
熬粥用的灶台和大锅都已收拾好。
寺庙工作人员表示，将下山购买熬

粥用的五谷杂粮。“去年准备了大
米、江米、黑米等十五六种原料，熬
了好几锅粥，来喝粥的市民挺多。
今年打算多熬一锅。”工作人员说，
寺庙“腊八节”施粥活动已持续七
八年。今年施粥时间是1月19日早上
6点30分，直到中午12点结束。

据了解，19日当天来喝粥的市
民不用带餐具，寺庙已经准备齐全。

郭晔于17日赴济南。本报记者 刘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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