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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亚君君和和妈妈妈妈同同签签角角膜膜捐捐献献书书
被女孩打动，各地爱心人士纷纷解囊相助，今天女孩将赴北京治疗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孙
淑玉） 父亲因脑瘤去世，留
下十余万元外债。受助四年，
栖霞18岁的女孩隋亚君突然
查出患有脑血管瘤和双眼视
网膜血管瘤，面对高昂的治疗
费和不确定的结果，隋亚君和
妈妈商量后，母女俩决定登记
捐献遗体、角膜，将爱心传递
下去 (详见本报3月4日A12版

《父亲脑瘤去世，18岁女孩又

患脑瘤》)。此事一经报道，陆
续有热心人通过汇款帮忙，目
前善款总额超过了10万元。9

日，隋亚君和妈妈一起共同签
署了遗体角膜捐献证书。

“我的钱不多，捐1000元
帮孩子治病。”9日上午，济南
的陈先生致电本报“公益热
线”询问隋亚君的近况，得知
急需手术费后陈先生当即拍
板要捐出1000元善款帮忙。此
外，看到本报报道后，济南市
公安分局特警支队李飞也通
过银行汇款捐出1000元，并称
近期还将捐款帮忙。

被隋亚君的懂事和爱心
打动，陆续有济南、泰安、临
沂、潍坊等地的热心市民致电

来询，并纷纷通过银行汇款，
帮亚君凑手术费，目前通过银
行汇款已经筹集善款 4万余
元。

为帮亚君筹集更多善款，
8日，栖霞爱的传递服务队在
太虚宫附近组织义演义卖。栖
霞市旭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为义卖提供了 2 0 0箱盆栽蘑
菇，价值14000元；小林子婚纱
摄影提供了100个杯子，价值
1000元。还有热心人提供十字
绣和玩具，一天活动下来共为
亚君筹集善款2 . 2万元左右。

得知情况后，栖霞青年志
愿者协会也送来2000元善款。
曾陆续两年捐款1万元，为本
报大型公益活动“新年心愿”

捐款购置礼物的热心人杨先
生得知情况后慷慨解囊，捐出
2 万 元 善 款 助 力 隋 亚 君 治
疗……目前，善款总额已超过
10万元。

9日下午，隋亚君和妈妈
签署遗体角膜捐献证书，承诺
身故之后将器官捐献给有需
要的人。有义工和妈妈的陪
伴，亚君说自己不害怕，愿意
用这种方式给更多人带来帮
助。

记者从亚君妈妈处得知，
亚君右眼近乎失明，为了尽早
得到治疗，10日亚君一家将启
程前往北京。如果您也愿意帮
帮这个懂事的姑娘，可致电
15264520357。

公益直通车
烟台正能量 齐鲁是一家

植植树树活活动动报报名名火火爆爆，，大大家家都都想想出出份份力力
公益植树回报社会，建议企业团队出资购苗栽种“纪念林”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李
静 张晶 通讯员 王翔
李秀娜）“多种一棵树，少点
雾霾天”。8日，本报与烟台市
林业局联合启动第五届公益
植树活动，“植树抗霾”成为本
次活动主题。此消息一经刊
登，热线电话响不停，报名十
分火爆。限于经费问题，本次
免费树苗数量有限，主要提供
给零散市民。公益植树回报社
会，建议企业团队出资购苗，
栽种企业“纪念林”。

“还有名额吗，我想带着

孩子一起去参加。”9日，义务
植树报名热线电话响不停，不
少市民都想为植树造林出份
力。

今年已经70岁的老人高
洪达告诉记者，作为一名老义
工，他特别热衷于参加各种公
益活动，早上看到齐鲁晚报有
植树节的公益活动，就想带着
老伴来报名，希望能认领，老
人想隔三岔五过来照料一下，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守护
烟台的一片蓝天。

“去年植树我是年龄最大
的，今年我还想参加。”福山区
70多岁的赵绥东老人也打来
电话说，植树活动是好事，一
定不能落下他。

本次植树活动时间定于3

月14日，地点选定芝罘区内，

我们已经联系林业部门，为大
家准备了场地和树苗。但由于
免费树苗数量有限，我们主要
提供给零散报名的市民，针对
企业团队报名，建议企业出资
认购树苗，栽种纪念林。活动
当天将有林业部门的工作人
员为大家现场指导，教授大家
如何正确植树，提高树苗的成
活率。

烟台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表示，义务植树对公民来说主
要是尽劳动义务，对政府来说
需要一笔不小的支出。为此，
林业部门也号召企业出资购
苗，栽种“纪念林”。

据了解，目前烟台企业
中，烟台港集团、上海通用东
岳汽车、中国银行烟台支行、
烟台万华集团、佳世客等企

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坚持
企业的发展与地方生态建设
相结合，与回报社会相结合，
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出资购
苗，建立了一批以企业命名的
纪念林，为烟台的生态绿化事
业做出了贡献。

为了提高树木的成活率，
我们将号召市民认领树苗，除
了当天植树外，日后也可以对
树苗进行管理。我们将为愿意
认领树苗的市民发放认领卡，
市民可在卡片上做好标记，方
便定期进行浇水除草等日常
管理。不论是家庭、情侣、准父
母、企业等，都可以报名认领
树苗。

想要参与的市民可拨打
热 线 电 话 1 8 3 6 3 8 2 9 6 1 3 、
15275567096咨询或报名。

追踪报道

烟台拟设立200个

食品风险监控点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食品安全关乎健康，牵动着
市民的神经，为了更好地保证食
品安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将在食品流通环节设立200个食品
安全风险监控点。

为把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工作落到实处，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将在全市大中型商场
超市、食品供货商、农产品批发市
场中培育200个食品安全风险监控
点，聘请200名食品安全信息联系
人，构建起社会共治食品安全的
格局。

同时，实行食品经营者信用
等级分类监管，结合日常监管情
况，将依法取得《食品流通许可
证》的经营业户分为A、B、C、D四
个信用等级，A级为守信，B级为基
本守信，C级为失信，D级为严重失
信。对不同等级的食品经营户采
用不同的监管措施，对失信和严
重失信的食品经营户加大日常检
查、食品抽检和食品快检频次，对
经营问题食品的依法严厉查处，
对屡罚屡犯的吊销食品流通许可
证。

长岛顺利申报

县城供水管网项目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李欢欢 马坤） 日

前，记者从长岛县发改局获悉，长
岛县县城供水管网项目已顺利通
过烟台市发改委申报至省发改
委，计划争取省级补助资金支持。

长岛县城供水管网项目估算
总投资1341万元，规划在南长山岛
建设DN100-300mm球墨铸铁型输
配水管网17 . 86公里，同时配套设
置消火栓等附属设施。项目的实
施将有效解决城区原有管网老化
陈旧、管径偏小、与新建的蓬长跨
海引水工程不相适应等问题，并
将大幅降低供水损耗、防止水污
染，确保城区优质足量供水，对满
足长岛休闲度假岛建设需要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多种一棵树 少点雾霾天

11336600件件红红色色革革命命史史料料在在市市博博物物馆馆展展出出
全是热心市民姜斌一人捐赠，市民可前往免费参观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韩逸 通讯员 耿晶） 9

日，市红色文化办公室展出
了热心市民姜斌无偿捐赠
的1 3 6 0件胶东红色革命史
料。广大市民可前往市博物
馆，免费参观贾若瑜将军使
用过的砚台、林一山将军存
阅的时政学习资料，还有胶
东军区政治部工作人员手
绘的101幅作战地图等大量
珍贵史料。

本次展览分为八大展
块，分别为名人用品、党的
建设、民主政权建设、军事
斗争、支援前线、文化宣传、
社会管理和侵华罪证。除了
名人用过的物品，芝罘陆军
军官学校使用的《军人千字
课本》、河山剧社使用过的
器乐、西海地下医院使用过
的医药盒等珍贵史料也和
市民见面，带领大家重温那
段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

据介绍，这次展出的
1 3 6 0件胶东红色革命史料
全部来自牟平区热心市民
姜斌的捐赠。从上世纪 8 0

年代开始，姜斌便研究收
藏胶东红色革命史料，这
次捐赠的1 0 6 8件文献类史
料和292件实物类史料，具
有较高的研究收藏价值，
也很有观赏性。 9日，市红色文化办公室展出了1360件胶东红色革命史料，欢迎广大市民前往参观。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消防查封57家

“火患”单位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牟晓燕） 记者从烟

台市公安消防支队获悉，2月份以
来，消防部门累计排查劳动密集
型企业4201家、作坊533家，154个乡
镇街道、953个社区和6066个村庄
完成摸排工作。截至目前，全市消
防部门共检查各类场所11744家，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
7703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4881

份，查封存在“火患”的单位57家、
三停单位47家，罚款1200余万元，
23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被集中曝
光。

进入三月份，全市各劳动密
集型企业陆续返工，很多企业进
入招工旺季，企业火灾危险性也
随之增加。烟台市公安消防支队
提醒，返工前后要做好防火准备。

为深入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
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3月5日-3

月12日，烟台市政府成立四个工作
组，对全市专项治理开展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确保整改工作取得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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