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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孩子能坚强地走下去
众多爱心人士纷纷鼓励和捐助无棣寒门学子苏鑫鑫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张凯
赵树行) “我要去看看这个苦

命孩子”、“这个家庭我实在看不
下去了”、“希望孩子坚强地走下
去”……19日，本报关于无棣县寒
门学子苏鑫鑫《一个支离破碎的
家 会否压碎她的大学梦》的报
道见报后，引来不少爱心人士电
话咨询，他们纷纷表示要捐助这
位身世可怜的女孩，帮她渡过难
关。

19日上午，市民杨路滨致电
本报，表示看到苏鑫鑫的报道后，
心里十分挂念，准备去苏鑫鑫家
去探望。杨路滨告诉记者，看了这
篇报道后当时就震惊了。“我平时
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但是像
这样接二连三遭遇不幸的家庭找
不出第二家了。这个家庭我实在
看不下去了，我想去她们家看看
情况，尽一点绵薄之力。”杨路滨
说完长叹一口气。

市民杨坚清是滨州市检察院
的一位退休干部，今年已经83岁高
龄，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苏鑫鑫的不
幸遭遇后，表示要捐助孩子1000
元，鼓励她振作起来，走出困境。杨
坚清老人还希望苏鑫鑫能像宇航
员王亚平那样，不断奋进，创造辉
煌，并作诗来鼓励鑫鑫：“节哀保重
如山岳，顽强不屈准航天。”

“麻烦你告诉我下苏鑫鑫家
的详细地址，周末我想去看看这
个苦命的孩子。”一不愿透露姓名
的女士致电本报，表示她愿意资
助苏鑫鑫上学。该女士告诉记者，
她是惠民县一普通职工，“日子不
是很宽裕，但总比她们家强，希望
能伸出手拉一把。”

滨州市经济开发区华建医院
一工作人员也打来电话表示，医
院愿意资助苏鑫鑫上学费用，”如
果她愿意学医，毕业后也可到医
院就业。“

苏鑫鑫：我想带着妈妈上大学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赵树

行) 面对众多好心人伸出的援
手，苏鑫鑫万般感激。摇摇欲坠
的家庭境遇没有击垮这个柔弱
的女孩，她仍然希望自己能够完
成父母心愿，考入大学。她牵挂
着病重的母亲，表示要带妈妈上
大学。

18日，苏鑫鑫刚刚看到今年
高考题的答案，感觉与自己的预

想出入不大。“语文卷除了作文没
有答案，其它的部分都挺好；今年
数学偏难，但是自己做上的都对
了，还有几个选择题拿不准。”苏
鑫鑫对自己的高考成绩仍然充满
自信。

现在最让她放心不下的就是
患病的妈妈、叔叔和年迈的老爷
爷，这让她心里很纠结。“上了这
么多年学，我很想走进大学，这也

是我爸妈的心愿，但是我实在放
心不下家里。要是学校允许，我就
带妈妈上大学。”苏鑫鑫15岁的妹
妹苏欣华正上初一，平常住校，但
是妈妈张洪瑞身边已经不能离
人，还有瘫痪的叔叔，唯一让她稍
感放心的就是85岁的老爷爷。父
母都患癌症，他们的痛苦苏鑫鑫
看着眼里，她恨不得自己变成神
医，为他们解除苦痛。

热心人士，请您伸援手

如果您想帮助这个困难的家
庭，请联系我们，电话 3 2 1 0 0 1 8、
3210021、18654399010，或者加入齐鲁
晚报爱心公社这个大家庭，为需要
帮助的人奉献我们的爱心。

齐鲁晚报爱心公社是以齐鲁晚
报今日滨州编辑部为主体组织运作
的纯公益性组织，旨在联合社会点
点滴滴的爱心力量，发动集体的力
量扶危济困。加入齐鲁晚报爱心公
社不收取任何费用。

报名成为爱心公社成员,需要到
报 社 或 从 网 上 ( h t t p : / /
binzhou.qlwb.com.cn)领取报名表一份
并填写提交。爱心成员名额不限，要
求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乐于助人、
有时间、能力帮助他人。

爱心公社爱心大使暂定10人,要
求社会形象良好、有志于社会慈善
事业的个人,能够根据需要对爱心公
社救助对象进行慰问帮扶,宣传所在
企业良好社会形象,传播社会正能
量。

理事单位暂定20家,要求社会上
公信力强、信誉度好的企业,有志于
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能在社长的召
集下定期召开会议,对爱心公社发展
建言献策。

齐鲁晚报爱心公社致力于社会
公益事业,陆续开展志愿服务、爱心
救助、结对帮扶、爱心助学、公益寻
亲等一系列活动,积极传递社会正能
量。作为一个纯公益性组织,爱心公
社的每一次活动、每一份善款将完
全向社会公开、公布,接受市民监督。

“聚合社会力量，播洒人间温
暖”是齐鲁晚报爱心公社的口号。让
无助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我们一
起携起手来,奉献爱心。

苏鑫鑫中国银行捐助账号：
6228481843182563116，户名：苏鑫鑫。

高招会重点本科团再添新成员
山大、国防科技大、山东财经大学等6高校将参加本报高招会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张
凯) 19日，本报高招会重点本
科团再添新成员，山东大学、国
防科技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南
京大学、泰山学院、泰山医学院
等高校组团参加本报高校招生
咨询会，为滨州学子步入高校助
力加油。

本报高招会受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委托，由齐鲁晚报和
山东教育考试中心联合举办，滨
州专场分别于6月26日、7月28日
在滨城区渤海七路政通人才市

场召开。
据统计，目前共有山东大

学、国防科技大学、山东财经大
学、南京大学、泰山学院、泰山医
学院、山东大学加拿大高等教育
基础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
开大学、浙江大学、北京交通大
学、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
学、济南大学、山东女子学院、聊
城大学东昌学院、山东英才学
院、烟台南山学院等80余所高校
参加本报高招会滨州分场。

本次咨询会设立了普通高
校、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留
学、培训等专区。普通高校当中
不仅有名牌高校,还有二本院校
和专科院校,这三个分数段的考
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并
得到学校招生负责人的建议。

高招会现场，考生和家长
可面对面与100余所高校招办工
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本次咨询会
本报将充分利用齐鲁晚报多年
的高招会举办经验,邀请多位高
校招办主任参加,咨询会现场将

有省多位报考专家坐镇,负责解
答各种疑问。这些专家都有着多
年参与高考报考的经验,是志愿
报考的权威。

县区考生可近期关注《齐鲁
晚报 今日滨州》，以及齐鲁晚
报今日滨州的官方网站(http://
binzhou.qlwb.com.cn)。

政通人才市场地址：黄河五
路以北沿渤海七路北行100米路
东。

滨 州 组 委 会 咨 询 电 话 ：
3210021、3210018、18654399010。

格高校简介

云南普洱涨价，滨州市场受影响情况咋样？

普通的无影响，高端的涨幅大
本报6月19日讯(见习记者

韩志伟 谭正正) 近日，云南
普洱茶产区收购价格上涨30%-
100%，尤其是高端普洱茶价格
暴涨。19日，记者走访了滨城多
家茶叶市场发现，滨州普通的普
洱茶价格没有出现上涨，但一些
大型酒店采购的高端普洱上涨
明显。

19日，记者在高杜茶叶市场
看到，消费者主要集中购买红茶
和绿茶，对其它品种的茶叶几乎
不怎么关注。“我喝茶有很长一
段时间了，在品茶的好友当中没

听说有喜欢普洱的，我们这一圈
人还是喝红茶的多一点。”有消
费者这样表示。

高杜茶叶市场的王老板告
诉记者，“滨州人不习惯普洱的
味道，这边卖得好的有绿茶、红
茶，很少有人来买普洱。我家的
红茶是从福建武夷山那边进的，
云南普洱茶价格上涨对我们影
响不大。”

“这一段时间，防暑茶卖得
挺多，但普洱茶基本没人买，滨
州人不习惯喝这个。普洱的价格
也没怎么变，从几十到几百的都

有。”站前茶叶批发市场品茶轩
的任老板这样告诉记者，“咱这
边的人还是喝绿茶、红茶的多一
些，比如大红袍、日照绿之类
的。”

记者在任老板的店中看
到，货架上的茶叶绝大部分是
红茶和绿茶，只有几块饼状的
普洱茶摆在货架的最上端。“普
洱这种茶收藏意义更大一些，
时间越长越好，我这边的普洱
茶基本上是二百元左右的。”任
老板说。

相比而言，滨州一些大型酒

店采购的普洱上涨明显。滨城青
藤苑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现
在我们这边采购的普洱上涨了
50%以上，主要是高端普洱上
涨。客人来我们这边点红茶的多
一些，很少有人点普洱。”

滨城茶韵店的老板告诉记
者，普洱茶在滨州的销量非常
小，云南普洱涨价对滨州茶叶市
场影响不大，但是却影响到了高
端普洱的价格。“我前年以一千
元的价格进了一种普洱茶，现在
翻了2倍了，但这种茶在滨州没
人买啊。”

山东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
起源性大学。其医学学科起源于1864年，
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之最。其主体
是1901年创办的山东大学堂，是继京师大
学堂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国立大学，
也是中国第一所按章程办学的大学。山
东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学科齐全、学术
实力雄厚，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教
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32所校长行
政级别为副部级的高校，是“111计划”、

“卓越计划”和“珠峰计划”重点建设的高
水平大学之一。

山东大学是中国学科门类最齐全的
大学之一，本科生和研究生层次教育涉
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
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
术学等12大学科门类。形成了结构完整、
实力雄厚、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在
历史发展中，山东大学形成了自己的学
科优势和特色。特别是经过20世纪30年代
和50年代在青岛办学时期的辉煌与发展，
不仅奠定了“文史见长”的学术特色，出
现了一批在国内外享誉甚高的人文学
者，以及像《文史哲》这样备受关注的学
术阵地，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打下了
良好基础，使山东大学跻身于中国著名
学府的行列。

山东财经大学：是国家财政部、国家
教育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三方共同建设
的重点财经类高校，是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批准的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授权单
位，也是山东省唯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
权的财经类院校。

2011年7月4日，由原国家财政部直属
六大财经院校之一的山东财政学院、原
山东省属重点财经院校山东经济学院，
合并组建山东财经大学。2012年8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山东省人民政府签署协议，确
定共同重点建设山东财经大学。 2012年
8月30日，“中国财政发展2011协同创新中
心”在北京揭牌成立，山东财经大学由此
成为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目标的“高
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主要参与高
校。

救助寒门学子苏鑫鑫

苏苏鑫鑫鑫鑫与与老老爷爷爷爷在在家家门门前前。。 苏苏鑫鑫鑫鑫与与妹妹妹妹苏苏欣欣华华的的奖奖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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