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全力支持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本报相亲会、车展将延期举行

本报枣庄 8月 3 0日讯
(记者 张旋 ) 30日，爱心
人士王先生再次打来电话
表示，今天想要再捐助两
名贫困学生，希望能和她
们取得联系。在与贫困学
生联系后，王先生为姜小
丽 和 杨 紫 君 各 捐 款 1 0 0 0

元。
3 0日上午，王先生打

来电话表示，希望能尽快
得 到 两 位 学 生 的 联 系 方

式，具体了解一下她们的
情况，并根据她们各自的
情 况 ，给 予 相 应 的 捐 助 。

“她们目前应该还是需要
一些救助，我再捐助一点，
她们的生活应该也能得到
一点提高。”王先生说。

再次收到爱心捐款的
寒门才女杨紫君表示，自
己非常感谢这么多爱心人
士的关爱，自己一定会好
好读书，报答他们。

爱心人王先生

又捐助俩贫困学子

本报枣庄8月30日讯(记
者 李淼 通讯员 张大
东) 8月28日，即将走进曲
阜师范大学的峄城学生李
幸，领到区总工会资助的
2000元“金秋助学金”。当天，
共有50名困难职工及农民
工子女受到资助，每人受助
2000元。据了解，截至今年，
峄城区总工会对特困职工
子女的助学活动已经连续
开展了16年，共为3518名困
难职工子女发放金秋助学
金819万元。

学生家长吴修海是申
丰水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妻子几年前查出患有颈椎

疾病，多年求医治疗，医疗
费用数万元。这是他第二
次带着孩子接受救助，去
年大女儿考入济南大学，
是金秋助学活动帮助了他
们。今年，小儿子又考入聊
城大学，又在第一时间受
到了资助。他说：“我代表
所有受资助学生家长，感
谢 金 秋 助 学 圆 孩 子 大 学
梦。”

据了解，“金秋助学”活
动是峄城区总工会实施“关
爱行动”帮扶困难职工子女
完成学业、成才发展的一项
务实举措，是工会帮扶送温
暖工作的深化和拓展。

峄城区

50名贫困大学生

每人领到2000元助学金

本报枣庄8月30日讯(记
者 马明) 30日，记者从枣
庄市旅服委获悉，总投资8 . 6

亿元的山亭区翼云石头部
落项目计划明年10月建成
对外开放，利用2至3年时间
打造成国家AAAA级景区。

据了解，翼云石头部落
项目是山亭区创建全省逍
遥游示范区和文化旅游发
展的“一号工程”，由省旅游
局规划设计，青岛欧亚集团
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8 . 6亿
元，分三期开发，主要以石
板房、翼云山、翼云湖为核

心，重点实施村落改造、水
系治理、度假设施和环境
绿化等工程，合理利用山
水、植物、楼台等元素，融
入古村落风俗民情和小邾
国悠久历史，形成“十二景
辉映交融、四季景观风格
迥异”特色，打造成为鲁南
地区具有独特文化品位、
面向高中端市场的休闲旅
游度假区。

目前，《翼云石头部落
旅游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
通过专家评审，村庄搬迁工
程已启动。

斥资8 . 6亿元

打造国家4A级景区

本报枣庄8月30日讯(记
者 李淼 实习生 刘婷
婷) 为全力支持第二届中
国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博览
会，原定于9月1日至2日的本
报“活瓷杯”秋季大型相亲会
以及秋季车展将延期举行，

新的举办时间另行通知。
30日，本报接到枣庄市

有关部门紧急通知，由于第
二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览会将于9月6日在古城
台儿庄开幕，现在前期工
作正在筹备，有许多前期

活动将在枣庄市五区一
市内举行，部分活动放市
中区举行。为保障非遗博
览会及时、顺利举行，本
报计划9月1日至2日在光
明广场举行的秋季相亲
会和车展将延期举行。在

此，本报给广大报名参加
相亲会和车展的市民表
示歉意，“活瓷杯”齐鲁晚
报秋季大型相亲会和秋
季车展举行时间将另行
通知，敬请广大读者留意
本报的报道。

免疫规划的12种疫苗有不少孩子没打够数

开学前小学生扎堆补种疫苗
本报枣庄8月30日讯(记

者 赵艳虹) 孩子入托、上
学需要提供预防接种证明材
料，对于没有完成疫苗接种
的孩子，必须及时进行补种，
确保孩子能够及时获得抗体
的保护。而孩子快开学了，仍
有一部分今年入学的小学生
没有打够12种疫苗。

30日上午，文化街社区
卫生中心预防接种室就有不

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打疫苗。
记者从枣庄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了解到，孩子入学前要
打够12种疫苗，未打够的要
及时补种。儿童从出生到6岁
需要接种，乙肝疫苗、卡介
苗等12种疫苗。据枣庄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计免科工作
人员介绍，免疫规划的12种
疫苗，共要打23针次。

随着开学的临近，一些

家长才发现，孩子快上学了
有些疫苗还没打全。工作人
员介绍，没有完成疫苗接种
的学生，要到现居住地所在
接种单位进行补种疫苗。工
作人员称，开学后到接种单
位补种疫苗的大都是外来务
工人员的子弟，他们因为忙
于工作而疏忽接种疫苗的种
类或针次。流动儿童与本地
儿童享受同样的权利，享受

同样的免疫服务，接种疫苗
的种类、收费标准。

枣庄市预防控制中心工
作人员提醒家长，预防儿童
疾病，接种疫苗是最经济有
效的方法，而秋季又是呼吸
道疾病的高发期，为了避免
孩子入校后感染疾病，家长
要及时检查孩子预防接种证
的疫苗接种情况，如有漏种
疫苗要及时进行补种。

半个月内 大米每斤涨2毛
多雨季节不易储存是主因

本报枣庄8月30日讯(记
者 李泳君 通讯员 徐
瑞福) 眼下，枣庄市场大
米价格一路飞涨，大米价
格上涨成了市民热议的
话题。3 0日，记者从枣庄
各大超市了解到，仅仅半
个月的时间，大米每斤涨
了2毛钱。

在市区光明路上的
一家超市门口，市民周先
生手里提了一袋大米，抱
怨道“大米太贵了，真受
不了。”记者在市内一家
大型超市了解到，近日，
特别是夏末秋初，大米价
格一路走升。目前，某知
名品牌的大米每袋 5 0斤
装价格为1 4 6元，2 0斤装
每袋60元，有的超市卖到
6 1元，1 0斤装每袋3 1元。
该超市的工作人员介绍
说，这一段时间以来大米

的价格上涨，半个月前方
正的大米 2 . 7元一斤，现
在上升到了2 . 9元。

新华市场一家商户
说：“去年夏天，方正县
的大米最高每斤2 . 4元左
右，今年忽然涨到了每斤
2 . 9元。”

枣庄利民市场的一
位商贩介绍，大米价格每
年夏秋季都有较大幅度
增长。原因是入夏之后进
入高温多雨季节，潮湿的
空气容易使大米发霉、生
虫，一般的杂牌大米没经
过高温烘干，不能存放。
目前枣庄市场只有这两
种东北大米是烘干的，可
以安全度过雨季。而烘干
大米的成本要高于一般
的大米，所以价格会上
浮。不过，今年的大米价
格的确涨得太快。

29日下午，枣庄市体彩中心的员工代表带着1 . 2万元
助学金来到山亭区冯卯镇岩马村，工作人员为这里的四
名贫困生送上爱心款。

本报记者 李淼 本报通讯员 张洁 摄影报道

救助

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已同时开展免费查体工作。29日早上，幸福小区社
区卫生服务站为居民进行两项目的体检工作。图为，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为查体的居民测
量血压，询问生活方式、疾病用药等。 本报记者 赵艳虹 摄影报道

超超市市里里待待售售的的大大米米。。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泳泳君君 摄摄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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