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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聚集场所吸烟，
两男子被拘留
消防部门：
禁止在大型商场、
超市吸烟和使用明火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王
亚男 通讯员 冯岩) 13日，
淄川服装城内两业主在公共聚
集场所吸烟被行政拘留三日。
淄川区消防部门、
服装城管
委会、
商城路派出所在对淄川服
装城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
发现

服装城内两名业主正在抽烟。
由
于淄川服装城属于公共聚集场
所，具有较大的火灾危险性，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
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
淄川区公
安分局依法对两名吸烟男子作
出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

消防部门提醒：加油站、加
气站、大型商场、超市以及存放
易燃易爆物品的厂房仓库等都
属于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
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的相关规定，禁止在此类场
所中吸烟和使用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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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工艺网在淄博试上线运行
本报讯 日前，中国手工
艺网在淄博试上线运行。
据了解，中国手工艺非遗
研究保护领域首家文化电商平
台 ——— 中 国 手 工 艺 网
(www.zgsgyw.com)由山东头等
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
据中国手工艺网董事长高
守建介绍，该网站未来将建成

集“行业资讯、电子商务、数据
分析、行业研究、非遗保护”为
一体的、包含多个行业频道的
综合性行业门户网站，促进中
国手工艺的发展。中国手工艺
网将为国内外的手工艺品及与
手工艺品相关企业的产品贸
易、
信息交流牵线搭桥，
塑造优
秀的中国手工艺艺术品电子商
(周天智 于讯)
务品牌。

脐 带 血 ：在 质 疑 中 毅 然 前 行

当因患某些疾病需要移植
时，
自存脐带血自用，
无需配型，
节省了宝贵的医治时间；
同时无
排斥反应，
得移植物抗宿主病的
机率低，有利于术后恢复。自存
脐带血不仅保障了造血干细胞
的来源，
同时还可获得高额的医
疗费用赔付，
为不幸家庭提供了
有力的综合保障。

脐带血和骨髓一样，含有
大量的造血干细胞，因此可以
被用于干细胞移植，在临床上
可以根治白血病，地中海贫血
症等很多严重的疾病。而且和
骨髓移植相比，脐带血有两个
巨大优势：
一、天然存在，你用，你不
用，
它都在那里。
无需手术，
比找
志愿者捐赠骨髓要简单多了。
二、脐带血配型成功概率
远高于骨髓配型。骨髓里的干
细胞配型是8位的，移植成功通
常需要7/8 或8/8的配型，而对
脐带血来说，干细胞配型是6位
的，只需要4/6配型(6个位点有

4个符合)。科学研究表明4/6配
型不完美脐带血和8/8 完美配
型骨髓移植在治疗儿童急性白
血病上成功率几乎一样。从脐
带血进入临床的20 多年以来，
已经有几万人接受了脐带血移
植，有很大比例被治愈。
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是根治
恶性血液病、某些遗传性疾病
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已逐步应
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
损伤、组织器官修复、糖尿病和
多种肿瘤的治疗。随着脐带血
自体储存数量的增加，自体脐
带血干细胞移植使患者摆脱疾
病困扰，重获新生的病例不胜
枚举，脐带血干细胞展现出巨
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随着社会公众对健康保障
意识的加强，更多的家庭为自
己的宝宝储存了脐带血，而在
几年前，具备超前保障意识的
人们尚不多，但最近几年自存
脐带血家庭数量大幅上升，脐
带血家庭库储存数量的增加，
也使得自存脐带血自救的案例
逐年大幅增加。

临淄区高阳小学：

张店六中：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临淄区敬仲中学：

召开家校共育交流会

举行好书推荐演讲比赛

开展大课间活动

开展班主任培训活动

举行防震安全逃生演练

为增强家长的家庭教育能
力，
让家长更全面的了解孩子生
活学习的环境，
提升学校办学层
次，
让家长成为学校教育的协作
者、
支持者。
近日，
临淄二中分级
部召开了“家校同心携手，共促
成人成才”
交流会”
。 （郑军）

近日，
朱台镇高阳小学以班
级为单位开展了以
“书香飘逸、
快
乐分享”
为主题的好书推荐演讲
比赛。
参赛的同学们从自己的阅
读心得这一角度出发，
用饱满的
激情，
生动的语言，
向老师和同学
(丁业之)
们推荐自己心爱的好书。

日前，张店六中开展了“大
课间”
体育锻炼活动。
大课间，
伴
着和谐的音乐和口令，
以级部为
单位，
同学们开始跑步、
跳绳、
韵
律操、
体能训练等全方位的训练
活动。
校园内随处可见学生锻炼
(黄友珍)
的身影。

为调动班主任老师工作积
极性，
促进学校班主任队伍整体
进步，
近日，
皇城一中开展了班主
任专题培训活动。
针对学生日常
行为习惯及学习习惯的培养等
进行了理论学习和相关探讨。
尤
其要重视学生心理疏导。
（李波）

近日,敬仲中学举行防震安
全逃生演练。随着一声警报，全
体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
按
照预定逃离路线迅速有序的撤
离到安全地带集结。
旨在进一步
提高全体师生应急能力，
增强学
生安全防范意识。 (杨春兴)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临淄区桓公小学：

临淄区皇城二中：

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

临淄区西单小学：

开展广播体操比赛

召开家长满意度工作会

举行学生习惯养成交流会

举行安全情景剧表演

举行诗词诵读大赛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进一
步提高广播操的质量和学生的
精神面貌，推进学校体育教学，
推动小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近日，
历山街道鲁山路小学举行
了小学生广播体操比赛。
全体学
生参加了比赛。 (王晗 高红)

为深入推进家长满意度工
作，
办人民满意教育，
近日，
桓公
小学召开家长满意度工作部署
会。
校长邵增伟强调让家长和社
会满意，
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初
心，
是学校工作的重心，
希望所有
老师都务必加强重视。 (商宜强)

近日，
皇城二中举行了
“学生
学习习惯养成教育”
经验交流会。
交流会以教研组为单位展开，
会
上各学科代表老师对自己在教
学中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
具体做法和心得体会做了交流，
使参会教师收获满满。（张凯）

为加强幼儿安全教育，
树立
安全观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近日，
鲁山路幼儿园举行了安全
情景剧表演。
在表演中让孩子自
己去发现危险，解决问题。整个
活动快乐而有意义，寓教于乐，
(张宗叶)
让安全教育倍添魅力。

为提升学生人文素养，近
日，
朱台镇西单小学举行诗词大
赛活动。
举办一次校级诗词诵读
指导和动员会；
举行一次班级选
拔赛；举行一次年级选拔赛；举
行一次校级选拔赛。
营造诗词诵
读的良好氛围。
（孟莎莎）

“移植课”
观摩学习 为增进
对外交流与学习，
促进教师专业
化发展，
近日，
沂源县南麻街道中
心幼儿园举行外出听课教师
“回
园移植课”
交流活动。（张德生）

宣传十九大 共筑中国梦
近日，
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
组织志愿者，
到刘家峪村进行
“歌
颂十九大 悦享大美沂源”
文艺
(王均升)
演出。

开展推门听课活动 为督
促教师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及时解决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日前，沂源四中开展领导干
部
“推门听课”
活动。 (刘士春)

检查校园安全工作 近
日，沂源县教体局、市教育局领
导一行人，对沂源县南麻中心
小学进行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校
(耿勤)
园安全专项检查。

法制进校园活动 近日，
沂
源县历山街道新城路小学邀请
警官进校园，
针对小学生的年龄
特点，开展“法在心中，警钟长
鸣”
法制教育活动. (周从容)

交通安全专题教育 为提
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
识，
确保安全出行，
近日，
桓台县
起凤中学开展了交通安全专题
(张久伟)
教育活动。

师德师风专题讲座 近日，
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开展
“师德
师风”专题讲座活动。加强教师
职业道德修养，
促进幼儿园师德
(夏巧凤)
师风建设再上新的台阶。

宣传惠民政策 为认真落
实国家学前教育资助政策，日
前，
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召集幼
儿家长开展学前教育资助政策
宣讲活动。
（张宗叶）

教职工基本功大赛 为营造
广大教师大练基本功的良好氛
围，
近日，
沂源县鲁村中学组织全
体教职工举办了硬笔、
软笔、
粉笔
(齐春山)
字基本功大赛。

家长开放日活动 为让家
长对孩子的在园生活有更加直
观全面的了解，促进家园沟通，
近日，
沂源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
了家长开放日活动。 (李欣)

脐带血是胎儿娩出、脐带结扎并离断后残留在胎盘和脐带中的
血液
在以前是被丢弃的
但如今医学研究发现脐带血中含有丰富的造血干细胞
临床价值和作用非常大
目前脐带血可治疗的疾病达到几十余种
所以说，自存一份脐带血是有必要的
那么，脐带血具体能治疗的疾病病种有哪些?
作用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世界范围内，脐带血已
经应用于多种疾病。在我国原
卫生部颁发的《脐带血造血干
细 胞 治 疗 技 术 管 理 规 范( 试
行) 》中规定，脐带血造血干细
胞治疗技术适应症包括白血
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恶性
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恶性肿
瘤、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重症
放 射 病 、骨 髓 衰 竭 、血 红 蛋 白
病、重症免疫缺陷病、代谢性疾

病等十几种类。
脐带血移植自第一例发展
至今已经经历将近30 年，全世
界以脐带血来源的造血干细胞
进行移植的临床案例逐年增
加，最新数据显示，全世界范围
内脐带血移植的病例已经累计
50000例以上。全球自体移植成
功的案例超过300例，有些父母
还轻易相信一些片面说法，放
弃了孩子出生时的脐带血，当
小孩得病需要移植时，后悔莫
及。不仅使宝宝失去了宝贵的
治疗资源，同时储存脐带血赠
送的保险也无法进行理赔。那
些受到网上不实报道影响或者

临淄二中：

储存一份脐带血
为全家人的安全提供
一份有力保障

周围非专业人士的鼓动，将这
宝贵的生命资源放弃的宝爸宝
妈。而当疾病真的落在自己身
边时，却无力挽回。

自存脐带血，自用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