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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资资讯讯

宝贝聊天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天气预报员吕睿哲，我已经一百天了。

最近真的好热呀，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哟！

5月30日 星期五 晴转多云 24～36℃ 南风 3～4级
6月1日 星期六 多云转阴 22～35℃ 南风 3～4级
6月2日 星期日 雷阵雨转阵雨 15～29℃ 东南风

3～4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炎热，建议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
舒适度指数：较不舒适，晴，有些热
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
调屋中

运动指数：较不宜，请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
动强度

紫外线指数：强，建议涂擦SPF大于15，
PA+防晒护肤品
旅游指数：一般，有风但温度较高，仍
要注意防暑降温
太阳镜指数：非常必要，建议佩戴透
射比3级且100%UV吸收的遮阳镜
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
车后会蒙上灰尘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陈静)

继28日莱芜市发布了今年首个
高温黄色预警后,莱芜市气象台29
日16时30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9日
最高气温为36 . 8℃。受大陆高压

影响，预计30日最高气温将达到
37℃以上。由于气温高，湿度小，
风速大，莱芜市气象台继续发布
干热风预警，建议及时做好小麦
干热风防御工作。

据了解，29日温度创30年来

同期温度最高值，“去年29日的温
度才25℃。”气象局的工作人员
说。“今天的温度比昨天更高了，
太热了。”市民宋先生说，“我把车
停在这才半个小时，车内温度就
30多度了。”记者看到路上来往的

车辆基本上都紧闭窗户，使用车
内空调。

莱芜市气象台工作人员提醒
市民，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
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
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对老、

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
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有关
部门和单位应当注意防范因用电
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
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3366 .. 88℃℃!!昨昨日日创创3300年年来来同同期期最最高高温温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于鹏飞
通讯员 王辉 ) 今年端午节适

逢“六一”儿童节，亲子家庭游成热
潮，莱芜市旅游行业精心准备，推出
一系列适合亲子、家庭出游的新项
目、新活动，为端午假日旅游增添新
看点、新游点、新乐点。

5月29日，第80届世界房车露营
大会雪野站发车仪式在雪野旅游区
举行，来自台湾房车车队、国内各地
房车近百名车友齐聚雪野，拉开世
界房车露营大会中国巡回活动的序
幕。

此外，为满足自助游客的信息
需求，莱芜市旅游局对官方微信号
进行了专门升级定制，集成莱芜旅
游微站点，为游客提供语音讲解、交
通导航、年票预订等实用性功能。

针对端午及六一儿童节市场，
各旅行社重点推出一日游、二日游
的短线近郊游及亲子游，部分旅行
社推出雪野山水游、有机蔬菜采摘
游等专题旅游线路。

端午遇上六一

亲子同乐游

声明

莱芜海市参楼酒店有限公司贷
款卡丢失，卡号：3712010000083147，特
此声明。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于鹏飞
通讯员 王敦东) 28日下午，莱芜市
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来到钢城区黄庄
镇丈八丘联小，将价值4500元的服装
和学习用品送到15位贫困学生手中，
拉开了今年市总工会开展“帮扶送教
育”活动的帷幕。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莱芜市
总工会通过对全市困难学生调查摸
底，排查出100名特困学生，帮助他们
实现一个“微心愿”。为体现工会组织
对困难职工子女的关心，莱芜市总工
会购买了部分书包、衣服、鞋子等用
品，帮助困难学生实现他们的“微心
愿”。

据悉，莱芜市总工会今年还将拿
出6万元对200名贫困职工子女实施帮
扶救助，“六一”前夕将把救助金和学
习用品全部发放到困难学生手中。

市总工会帮特困生

实现“微心愿”

2014年4月30日, 济宁医学
院附属医院(简称济宁医附属医
院)陈东风院长与陆道培血液肿
瘤中心吴彤主任共同为“陆道培
血液·肿瘤中心技术合作单位”
牌匾揭牌，标志着陆道培血液·
肿瘤中心和济宁医附属医院血
液科技术合作正式开始。

济宁医附属医院是鲁西南
地区最大的医院，其中血液科在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血液病
实验诊断技术上有待提高，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及血液病实
验诊断技术都是难以快速成熟

完善的技术，血液病又是少见
病，难以在单个医院较好发展。
而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在此方
面有较大优势。双方形成技术合
作单位，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通
过为对方患者会诊、提供实验室
技术支持、接受当地在陆道培血
液肿瘤中心诊治患者的追踪，为
对方医务人员提供进修平台等
方式，提高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血液病的诊治水平；而一些高难
度的患者可转入陆道培血液肿
瘤中心进一步诊治，也可扩大陆
道培血液肿瘤中心技术的规模

效应，使一些少见病、难治病的
诊治技术得到快速发展。最终可
使更多的患者得到及时正确的
诊治，少走弯路。

与此同时还举办了济宁·道
培·福州血液高峰论坛，三家医
院的医务人员以及多位主要专
家参加了该论坛，鲁西南地区及
一些其它地区的血液病方面医
务人员也参加了该论坛。

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的童
春容、王卉、王彤主任；福建医科
大学协和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前
任所长和杨婷主任和济宁医附

属医院血液科主任张颢做分别
针对不同的题目做了讲座。陆道
培血液肿瘤中心的讲座受到了
参会的很多专家的赞扬。

陈东风院长表示愿意与民
营医院中的典范—陆道培血液
肿瘤中心积极探讨新的医院合
作模式，搭建好的学术平台。济
宁的曲阜是孔孟之乡，是中国文
化的圣坛，将来在济宁举办学术
论坛，使济宁成为中国血液肿瘤
的学术圣地。

此次活动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将会吸引更多的单位和医疗

同仁参与到推动中国血液学事
业进步的活动中，为国内血液学
做出新的贡献！

陆陆道道培培血血液液肿肿瘤瘤中中心心与与山山东东济济宁宁医医学学院院附附院院技技术术合合作作单单位位正正式式挂挂牌牌成成立立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程凌
润) 29日，记者从莱芜市教育局
获悉，今年莱芜将有8879名学生
参加2014年夏季高考，共有莱芜
一中、莱芜十七中、凤城高中、莱
钢高中、莱芜四中五个考点。据了
解，莱芜市今年夏季高考报考人

数比去年增加1636人。
在考点安排方面，全市高考

考场由省招考院统一编排，莱芜
市招考办根据考场编排情况安排
考点，其中莱芜一中有116个考
场、莱芜十七中有52个考场、凤城
高中有94个考场、莱钢高中有12

个考场、莱芜四中有27个考场。其
中，莱芜四中首次设为考点。

记者通过查询了解到，莱芜
市2008年夏季高考报考人数为
11516人，2009年为9467人，2010
年为9612人，2011年为6730人，
2012年为6500人，2013年为7243

人。其中，2008年夏季高考报考人
数是七年以来报考人数最多的一
年。

今年高考所有考场全部实行
电子监控和网上巡察，对考场情
况进行录像并实时上传到省考试
院和教育部考试中心。考生进入

考场时，监考员将使用金属探测
器对其进行检测，考生携带手机
等通讯工具进入现场。另外，所有
涉考工作人员进入考点封闭区均
需安检，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
具以及照相、扫描等设备进入考
点封闭区。

今今年年莱莱芜芜88887799人人参参加加夏夏季季高高考考
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1636人，今年共设五个考点

莱莱芜芜一一中中440000余余考考生生领领到到爱爱心心笔笔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程凌润 ) 自本报今年的“助
考生一笔之力”活动启动以
来，已有不少考生家长到本
报编辑部领取了爱心笔。29
下午，记者来到莱芜一中，
为400余名考生发放了爱心
笔和高考宝典。

29日上午，莱芜一中高
三学生张梦麟的奶奶修女

士来到本报编辑部，替她的
孙女领取了爱心笔袋。修女
士是本报忠实的读者，她每
天都会看齐鲁晚报，还特别
关心莱芜当地发生的新闻。

“齐鲁晚报发的2B铅笔，我
很放心！”她告诉记者，张梦
麟是莱芜一中的艺术生，目
前已经通过了7所学校的艺
术考试，她希望为孙女高考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天下午，记者与山东

协和学院工作人员来到莱
芜一中，为4 0 0余名考生发
放 了 爱 心 笔 ，还 赠 送 了 近
1 0 0本高考宝典。得知能领
到爱心笔，莱芜一中高三 2
级部1班的学生鼓掌表示感
谢。

本 报“ 助 考 生 一 笔 之

力”活动，将为莱芜4 0 0 0多
名考生发放爱心笔袋，笔袋
中有一支考试用的2B铅笔、
一个铅笔刀和一块橡皮；高
考宝典对语文、数学、英语、
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
治、地理等课程复习提供了
复习指导方法，还针对考生
的生活作息、食谱等方面进
行了指导。

莱芜一中高三学生邢澜萱领到放心笔和高考宝典后很高兴。 记者 程凌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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