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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综合

文/片 本报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李怀鹏

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

元……9月8日上午，定陶仿山镇游
西村街道中心的店铺门口，乡亲们
将一张张人民币塞进捐款箱，仅仅
一个多小时，村民捐款8836元。原
来，今年5月，村民王昌贤6岁的小儿
子王子嘉被查出患急性单细胞白血
病，为给儿子治病，夫妻俩变卖了家
产，花光了积蓄。村民们得知后，纷
纷献出一份爱心，希望挽救小子嘉
的生命。

住院不到仨月

贫家花了18 . 6万元

今年48岁的王昌贤是名地地道
道的农民。由于没有特长和技术，一
家人只能靠种田维持生活。尽管家
庭并不富裕，但有两个可爱的双胞
胎儿子，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今年5月中旬，
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儿子王子嘉突然
发起高烧，回家治疗多天仍高烧不

退，王昌贤夫妇只好把儿子送进菏
泽市立医院诊治，不料竟确诊为“急
性单细胞白血病”。这个消息让一家
人都懵了。

“每隔三四天就要输血、输血小
板，每次都得花近三千元，如果不输
血，孩子就全身没劲、浑身疼。”王昌
贤说，为给儿子治病筹钱，把家里的
积蓄都拿了出来，值钱的家产也相
继变卖，看着孩子因打针、化疗痛苦
的情景，夫妻俩常偷偷抹眼泪。

8月18日，难以承受巨额医药费
的王昌贤只好把孩子带回家照顾，
每隔三四天再带孩子去市立医院换
血治疗。

“医生说这个病治愈的可能性
很小，除非做骨髓移植，可是手术费
就得四五十万，俺们老农民去哪弄
这么多钱？”小子嘉的妈妈邵爱荣哽
咽着说，“孩子住院治疗不到仨月，
就花了18万多，亲戚朋友都借遍了，
可孩子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

村民自发捐款

一小时筹款8836元

王昌贤一家的境况，让热心的
村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村支部、村
委会研究确定帮扶方案：除村委会
想办法帮助王昌贤一家解决部分治
疗费外，组织动员全村群众开展爱
心捐助活动。

9月8日，村广播上讲述了王昌
贤一家的遭遇。听到广播的村民们
纷纷丢下手头的活计，赶到捐款现
场，送上自己的一片心意。

82岁老人王昌起，体弱多病，生
活拮据，听见广播后也赶到现场，将
儿女刚给他的50元零花钱捐了出去。

“多好的娃，咋得了这病，啥都没有救
孩子的命要紧啊。”家庭十分困难的
老人刘巧莲也毫不犹豫地捐出100元，
她动情地说：“自己少花点，吃孬点，
也要拿出点钱给孩子看病”；青年妇
女王现云让六七岁的孩子把50元钱
放进捐款箱，她说：“要让孩子从小懂
得帮助他人，有爱心。”

不到一小时，村民们就为这个
不幸的家庭捐款8836元。当村干部
把善款送到王昌贤家时，夫妻俩感
动得无语凝噎。

目前，救助小子嘉的爱心账户

已 经 开 通 ， 账 户 ：
6221884750019316907，开户行：中国
邮政银行菏泽支行，户名：王昌贤。
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您愿意帮帮

这个幼小的生命，帮助这个家庭度
过难关，可联系本报记者电话：
13561355061咨询，也可直接汇款至
爱心账户。

本报菏泽9月9日讯 (记者 董
梦婕 通讯员 吕洪乾) 9月6日，
菏泽市工商局牡丹分局马岭岗工商
所副所长侯玉林，荣获山东省慈善
总会、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大众报业集团和山东省广
播电影电视局联合颁发的2012年度

“优秀义工”荣誉称号。这是菏泽市
唯一一人获此殊荣。

侯玉林自2006年9月创立“红盾
情贫困生爱心捐助行动组织委员
会”组织以来，一直将“奉献为荣、清
贫为富、助人为乐”作为自己的人生
信仰，近8年，他带领红盾情爱心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爱心捐助活动。

8年来，他共募集款物240多万
元，帮助2万多个贫困家庭。举办青
少年人生理想教育、法制安全教育、
中华传统教育等专题报告会120余
场，受益学生达10万余人。为23所农
村中小学捐建了“红盾情爱心书屋”
图书室 ;为13所农村中小学捐助了
140多套体育运动设施；为四川汶
川、青海玉树、雅安灾区募集善款17

万元，棉被、衣物等生活用品1万余
件。

据了解，这也是他荣获“全国青
少年普法教育先进个人”，“雷锋式
工商干部”荣誉以后，第13次荣获省
级以上荣誉称号。

本报菏泽9月9日讯(记者
崔如坤) 9日上午，山东回

归自然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菏泽分公司在菏泽城华英
路菏清园举行了盛大开业庆
典。这是山东回归自然有机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家分公
司，也是菏泽市内第一家主营
有机食品的公司，将为广大菏
泽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健康
食品。

上午 1 0时，开业庆典开
始。菏泽市政协、工商、城管执
法大队等单位的领导参加了
庆典仪式。山东回归自然有机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汲
德存与菏泽牡丹传媒有限公
司总经理胡近东进行了开业
揭幕。

菏泽分公司总经理王进宏
介绍，山东回归自然有机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营高品

质食品，以中医养生和西医营
养学为理论基础，把食品、文
化、艺术有机结合，提供身心健
康解决方案的服务连锁运营
商。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寻
找最优秀的诚信食品品牌，把
最优质的产品组织起来，通过
回归自然的连锁渠道，满足中
国日益增长的高品质食品需
求。公司主要经营米面粮油、肉
禽蛋奶、蔬菜水果十三个大类

一千八百余个品种。
回归自然菏泽分公司是山

东回归自然有机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的第一家分公司，也是菏
泽市内第一家主营有机食品的
公司。公司主要经营高品质、零
添加的健康食品约八百个品
项。公司将以“为了让身边的人
生活得更健康更长寿”为宗旨，
以优质的服务，为菏泽广大消
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健康食品。

本报菏泽9月9日讯(记者 王
保珠) 9日，记者走访电动三轮车
市场发现，菏泽综合整治非法营
运三轮车后，大型非机动三轮车
销售市场生意冷淡下来，甚至有
电动三轮车专卖店暂时歇业。

9日上午，记者来到恒盛大市
场电动三轮车销售区，摆在店外
面的车辆多数为家用小型电动三
轮，鲜见大型电动三轮车。一女店
主告诉记者，严查非法营运三轮
车后，生意就不好做了。

长期从事电动车销售的刘先
生说，红色电动车到2009年底在菏
泽的销售情况才逐渐有起色，后

来随着载客者的增多，销售才火
爆起来。牡丹南路一家红色电动
车专卖店，曾是红色三轮车大卖
场，整个院落都摆满红色三轮车，
而今大门紧闭。记者拨打专门店
销售电话，对方称由于生意难做，
已暂时歇业。

9日下午，记者在城区八一路
发现，整条街，专门销售红色三轮
车的商家不多，生意冷清。一家销
售人员介绍，家庭用三轮车销量
尚可，而大型可以载客的红色三
轮车出现滞销局面，“以前销售旺
季，一天卖五六辆没问题，而现在
五六天却难卖出一辆车。”

定陶男孩小子嘉陷无钱医治困境

66岁岁娃娃患患白白血血病病 村村民民捐捐款款近近万万元元

9日下午，由菏泽市老干部局主
办，菏泽市邮政局、《快乐老人报》承
办的“让生命之树常青”养生学堂在
大剧院开讲。从医50多年的著名养
生专家胡维勤教授亲临现场，为听
众传授养生之道，并就听众关心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据了解，
胡维勤教授曾任朱德的专职保健医
师兼生活秘书和华国锋的专职保健
医师，参加过叶剑英、李先念、姚依
林、谷牧等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
作，1993年享受国务院特别津贴，曾
获得《特殊贡献医学家荣誉证书》及
奖状。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影报道

本报菏泽9月9日讯(记者
张建丽) 9日，菏泽市乡村

旅游培训班开班。记者了解
到，菏泽将加快建设游客咨询
中心，开通城市和中心城镇通
往重点景区的旅游专线车。目
前，菏泽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业
意见的初稿已经形成，将于近
日出台。

副市长黄秀玲提到，近年
菏泽不断加强旅游资源开发，
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完善旅游
配套功能，旅游业发展明显加

快。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接待
中外游客798 . 4万人次，同比增
长1 6 . 3 8%，实现旅游总收入
45 . 59亿元，同比增长22 . 29%。

但与周边城市相比，特别
是与《旅游法》的要求相比，菏
泽市旅游业发展还存在不足。
主要是旅游基础薄弱，在经济
指标中所占比还很低，旅游市
场秩序还不够规范，旅游公共
服务设施还不够完善等等。

根据《旅游法》规定，各县
区及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旅游

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加强对旅
游市场的整顿治理；完善旅游
投诉处理机制，严肃查处无证
经营、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
为；适时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等。

同时，各县区及有关部门
要加强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的规
划与建设，尤其是城市旅游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游
客咨询中心，开通城市和中心
城镇通往重点景区的旅游专线
车、公交车，完善旅游道路交通
标识等。

记者还了解到，最近省
政府在安排下达各市总规模
2 6 . 5亿元“两区”、“一圈一
带”专项资金时，明确提出用
于乡村旅游规划、乡村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低于
20%，并要求各项涉农资金都
要向乡村旅游倾斜。省长郭
树清提出省政府领导要选择
一个乡村旅游点，作为联系
基层的一项内容和群众进行
交流，并将曹县作为自己的
联系点。

““回回归归自自然然””登登陆陆菏菏泽泽
致力于为菏泽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健康食品

““五五六六天天难难卖卖出出一一辆辆车车””
菏泽整治非法营运三轮车以来，“行云”电动三轮销售遇冷

菏菏泽泽将将开开通通重重点点景景区区直直通通车车
菏泽乡村游培训班开班，曹县乡村旅游点成省长联系点

菏泽侯玉林

获省优秀义工称号

养生专家胡维勤
来菏传授健康妙法

9日，参与联合执法的巨野交通执法人员冒雨检
查三轮车。 通讯员 魏然 摄

村民代表将善款交到小子嘉父母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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