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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跑社区

●管理学院

山东大学EMBA

山东大学EMBA秉承“学无止境，气有浩然”的校训，发扬“立德崇实，大爱儒商”的精神，

积极汲取母校优秀资源，把传统儒商文化与现代管理理念相结合，倾力帮助各界高层管理人

员开拓思维、扩展视野、丰富知识、融合智慧、搭建和拓宽社会资源网络，为培养、成就具有卓

越影响力的领导者而努力。五年来，成功培养约五百余位行业精英，学员遍布国内外企业高管

及政府高层，各行各业均有涉及。

山东省唯一正规的EMBA学位教育机构

教育优势：

百年老校的深厚积淀铸就辉煌平台！

汇聚最具活力的社会精英和国内外名师！

打造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优秀企业家和管理者！

本年度报名截止日期，2013年12月15日(常年招生)

招生热线：0531-88361058，88361880

报名邮箱：sduemba@vip. 163 .com

网址：www.emba.sdu.edu.cn

地址：山东大学知新楼B座608 EMBA办公室

●招生介绍

圣大电影城

《雷神2：黑暗世界》3D

片长105分钟 票价25元
18:10

《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

片长140分钟 票价20元
13:30

《地心引力》3D

片长90分钟 票价25元
09:45 13:10 14:40 16:10 17:
40 19:10 21:30

《扫毒》
片长130分钟 票价20元
11:15 15:55 20:00

《无人区》

片长115分钟 票价20元
09:30 10:30 11:30 13:30 15:
30 17:30 19:30 20:40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市政府广场南侧 (卜
蜂莲花超市北门)

影讯热线：8 6 6 5 5 5 5 微
信：SDYC8665555

联系电话：18653825577(于
经理)

12 . 3影讯

奥莱影城影讯

扫毒 (中文版)
09:20 10:10 12:00 13:00 15:
30 16:30 18:00 19:00 20:30

无人区 (中文版)
09:40 10:50 11:40 12:40 13:
50 15:00 16:10 17:20 18:30
19:40 20:50

地心引力 (英文版)
10:30 12:20 14:10 15:50 17:
40 21:10

郑和1405-魔海寻踪 (中
文版)
14:30

森林战士 (中文版) 19:20

控制 (中文版) 21:30

◆更多影讯和活动请关注

我们的
微信号：Ao-lai

新浪微博：@泰安奥莱
影城
◆影讯热线:0538-6119898

◆影迷QQ群：160216274

地址：泰山大街东段银座
奥特莱斯商城4楼

大乐透 第13141期 05 15 18 25 31 08 10

排列3 第13329期 3 5 8

排列5 第13329期 3 5 8 1 9
(孙静波)

好好心心人人给给““葡葡萄萄奶奶奶奶””送送来来一一吨吨煤煤
还有面粉、棉衣等，这下过冬不用愁了

志愿者帮王玉兰老人穿上新棉衣。 本报见习记者 胡阳 摄

本报泰安12月2日讯
(见习记者 胡阳) 2日上午，
本报曾经报道的“葡萄奶奶”
王玉兰老人家中格外热闹，爱
心人士为老人送来煤、面粉、
过冬棉衣等生活用品，“葡萄
奶奶”穿着爱心人送来的棉衣
说，“这个冬天好过了。”

2日，记者和泰山爱心人
慈善协会的志愿者们来到岱

岳区天平街道办事处孙家沟
村，村里的路上已结了一层薄
薄的冰，使原本难走的泥土路
面更加泥泞。志愿者们给“葡
萄奶奶”王玉兰带来1吨煤炭、
两包面粉、2包过冬暖衣服、3

桶营养粉和3桶花生油。
王奶奶的老伴伸出冻得

紫红的双手说，“往年根本不
敢想有煤烧，原来都是烧柴

火，但柴火也就那么一点也就
舍不得烧，每年冻得手麻没有
知觉。”老人说，屋子里空空荡
荡，温度还不如院子里暖和。
记者注意到，老人的卧室里只
有一盏暗黄的灯泡发着微弱
的光，这才让冷如冰窖的屋里
显得有些温暖。

王玉兰老人说，“舍不得
烧柴火，能晚点一天炉子，今

年可好了，有那么多好心人的
帮助，有煤炭有粮食也有新被
子新衣服，这个冬天比原来要
好过得多了。”说到这，王玉兰
高兴地笑了。

随后，爱心志愿者们一起
为老太太老两口穿上了棉衣，
王玉兰用已经冻得发紫的双
手摸着新衣服开心地说，“等
天气暖和了就继续出去卖水
果。”

之前来“葡萄奶奶”家，家
中院子里种满了菜，现在已经
全部收了上来，老两口把收获
的萝卜切成丝晾干放在院子
里，当问起“葡萄奶奶”平时吃
什么的时候，王玉兰说，“平时
凑合凑合，萝卜丝也变不出什
么花样来，平时拿萝卜包个包
子，要不就拿热水一泡做个
汤。”

李氏膏药传承人还李在
祥为“葡萄奶奶”更换了膏药，
并给她按摩，李在祥说，“老人
气色还不错，腰上的伤也轻了
很多，还会继续地对老太太进
行免费跟踪治疗。”

王玉兰说，“这两个月以
来，好心人隔三差五就就来家
里给我换膏药按摩，和原来相
比，伤轻了很多，现在又有更
多的好心人的帮助，日子越过
越好，但不会忘记感激所有好
心人。”

12月1日是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泰
安市中心血站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东岳
大街设立了艾滋病防治宣传台，通过现场
解答市民咨询、发放艾滋病防治宣传单彩
页和明白纸、设置摆放艾滋病防治宣传展
板等形式,向过往市民介绍艾滋病的传播
途径和科学预防方法等知识。

血站工作人员向参加无偿献血的献
血者广泛开展宣传，如果报名献血者存在
一些高危行为，认为自己捐献的血液可能
存在安全隐患，应当在第一时间告知血
站。同时，血站医护人员也向市民介绍，血
站目前采取两种不同的艾滋病检测试剂
和两批不同的检验人员对每一份血液都
会进行反复筛查，并将于近日开展核酸检
测，确保泰安市用血安全，严把血液质量
关，坚决杜绝艾滋病经血液途径传播。

(王峰)

血站严把血液质量

预防艾滋病传播

12月2日凌晨，举世瞩目的“嫦娥三
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中国
探月工程又向前迈出一大步。作为中国白
酒行业唯一的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泰
山酒业集团派出由企业和经销商组成的
航天助威团赶赴西昌，并向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捐赠了价值十余万元的航天庆功
酒——— 五岳独尊，为“嫦娥三号”的成功发
射庆功。

泰山酒业集团与中国航天结缘于2010

年，经过缜密考察，泰山酒业集团被中国航
天基金会授予“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称
号，五岳独尊酒被授予“中国航天庆功酒”，
且在白酒行业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中国
航天基金会是我国航天领域对外募捐、接
受捐赠、赞助的唯一合法组织，凡要求以中
国航天名义进行命名、冠名的捐赠，由中国
航天基金会统一归口管理。

自牵手航天以来，泰山酒业集团先后
见证了天宫一号与神八、神九、神十完美
对接，以及嫦娥二号、三号的成功发射，五
岳独尊酒也频频走上航天庆功舞台，为中
国航天的每一次跨越喝彩。推动技术进步
与品质提升是泰山酒业携手航天的重要
目标，因此，泰山酒业联合中科院成都生
物研究所把酿酒菌种搭载在神舟八号飞
船上，成为继茅台之后第二家进行太空育
种的酿酒企业，经过两年深入研究，课题
取得重大突破，泰山酒的品质也得到显著
提高。在神十发射之际，泰山酒业还联合
齐鲁晚报推出了限量版的“五岳独尊神十
飞天纪念酒”，成为广大航天和收藏爱好
者追捧的目标。 (吴修刚)

五岳独尊酒运抵西昌

为“嫦娥三号”庆功

本报泰安12月2日讯 (记
者 王伟强 通讯员 陈静

刘国成) 眼红别人家开的
馒头房生意好，新泰一男子带
着亲戚打砸馒头房，被损物品
价值近5000元，最终以寻衅滋
事罪被判刑。

近日，新泰法院审结一起

寻衅滋事犯罪案件，事件的起
因竟是因为馒头。原来，刘某
与魏某在同一商业街分别经
营馒头房生意，刘某发现自家
的馒头房生意每况愈下，而魏
某的生意却“蒸蒸日上”。刘某
怀恨在心，认为是魏某抢了自
家买卖。

一天酒后，刘某为报复魏
某，约集自己三弟等一众人前
往魏某的馒头房打砸，将卷帘
门、玻璃门窗及屋内停放的摩
托车等砸坏，被损坏物品价值
近5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
等人故意毁损他人财物，情

节严重，行为已构成寻衅滋
事罪。鉴于刘某系初犯且发
案后主动投案自首，并积极
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获得
谅解，可予从轻处罚。最终法
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决刘某有
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
二年。

眼红别人家的生意好

男男子子带带亲亲戚戚砸砸馒馒头头房房领领刑刑

本报泰安12月2日讯 (记
者 陈新 通讯员 高彤)
11月29日，大学生志愿者进嘉
德社区义务修家电，一下午时
间，为社区居民维修电磁炉、
收音机、台灯、电吹风、电饭煲
等近40件小家电。

11月29日下午，山东科技
大学和泰山学院的志愿者来
到嘉德社区，开展了志愿服务

活动——— 义务为社区居民维
修各类小家电。活动现场，志
愿者们对居民拿来的家里损
坏的电器，认真地进行登记，
仔细查找、分析每一件小家电
存在的问题，积极处理检查出
的问题。

“孩子，帮我看看这个电水
壶，正用着不能用了，你看看怎
么回事？”社区居民刘大爷问。

志愿者接过他手中的电水壶，
用手中的工具仔细测量、检查、
维修，手中的工具是那样得心
应手、灵活自如，立刻给人的感
觉是技术娴熟、精湛。没多大会
功夫，电水壶就修好了。刘大爷
开心地说：“这个电水壶用了很
长时间，已经超出保修期了，年
纪大了腿脚不方便，也不愿意
出去修，这不，今天上午看到通

知，就拿着过来了，没想到真的
给修好了！”。

“我们为居民解决一些生
活中的不便，也为自己积累了
实践经验。看到自己修好的家
电，心里特别高兴”，一位志愿
者说。此次活动共为社区居民
维修电磁炉、收音机、台灯、电
吹风、电饭煲等近4 0件小家
电。

大学生志愿者进嘉德社区

一一下下午午修修理理近近4400件件小小家家电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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