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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召开，工作重心向基层联赛下移

校校园园足足球球跻跻身身今今年年三三大大工工作作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谭

正正 通讯员 牛寅炎 王文
洋) 10日，由体育局、教育局和
团市委三家联合召开青少年体
育工作会议召开。今年滨州市
青少年体育工作将以抓好校园
足球工作、推进游泳普及试点
工作和全面铺开超体重学生健
康夏令营工作为抓手，推动全
市青少年体育活动蓬勃发展。

据悉，距滨州市第18届运
动会首项比赛开赛，不过3个月
的时间。市运会四年一次，是滨
州市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影响
最深远的青少年体育赛事。办
好市运会，对于促进县区业训
水平，选拔高水平体育后备人

才，充实省运备战队伍，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

滨州市学生联赛经过几年
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越来越
多的青少年投身到联赛中来。
但省、市两级联赛火爆的同时，
基层联赛还没有真正开展起
来。从今年开始，联赛重心要下
移，重点抓好县区级联赛、校际
联赛的开展。联赛必须遵循层
层选拔的原则，不参加县区联
赛的学校，不允许参加市级联
赛，更不允许参加省级联赛。市
联赛报名要提供县区联赛的秩
序册、成绩册作为证明材料。要
真正的使联赛在基层扎根，在

学校扎根，发挥对学校体育的
示范带动作用。

第24届省运会将于2018年
9月举行，今年是24届第一个组
队年。根据24届规程总则的新
精神，运动员的建证年龄将不
再以建证年的年龄为准，而以
比赛年的年龄为准。这样滨州
市按照以往惯例组建的备战队
伍中，将有一大批运动员失去
参赛资格，所以要尽快选拔后
备力量，补齐备战队伍，这是今
年备战工作的重点。

今年，滨州市青少年体育
工作将以抓好校园足球工作、
推进游泳普及试点工作和全面
铺开超体重学生健康夏令营工

作为抓手，全力推动滨州青少
年体育活动蓬勃发展，全面提
升滨州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
全市将在今年全面启动中小学
生游泳普及工作，体育部门将
配合教育部门，协调财政部门，
制定方案，利用市体校的游泳
馆和教练员、指导员、救生员等
资源，确保游泳普及工作顺利
开展。超体重学生健康夏令营
是一项面向10-14周岁超体重
学生的公益活动，将按照分工，
做好督导，积极协助团市委开
展工作，确保今年的超体重学
生健康夏令营见大成效，出好
结果。

首首声声春春雷雷响响，，雨雨随随潜潜入入夜夜
降雨带来7℃降温，明天气温将大幅回升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王
晓霜 通讯员 张昊) 周六傍
晚的一场春雨给大家送来了一
夜好眠，半夜响起的春雷也让
大家见识到春天的“脾气”。春
雨春雷过后，东北风又急匆匆
地带来了一场降幅高达7℃的
降温。根据预报，受降雨影响，
本周一滨州市温度继续走低，
最高温仅有12℃。不过从周二
起温度大幅回升，周三最高能
达到27℃。

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受高

空冷涡影响，11日下午4时到12
日，滨州市出现了一次小雨天
气过程，降水量分布不均匀，截
止到12日下午4时，滨州全市平
均降水量3 . 8毫米，最大降水量
14 . 3毫米，出现在北海新区沙
头。

其实，伴随着这场雨出现
的除了大风之外，还有阵阵春
雷。滨州市气象台于12日凌晨1
时1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
号，12日7时35分解除了预警信
号。

雷鸣降雨之后，大风降温
接踵而至。受到较强冷空气的
影响，12日白天偏北风风力比
较大，为4—5级，阵风7级。呼呼
的北风也将滨州的气温吹至一
个新低谷。根据气象资料显示，
12日白天滨州市最高温度为
16℃，降温幅度达到了7℃。肆
虐的大风带来的还有明显的风
寒效应，大家外出时体感温度
更低，不得已都翻出了冬天的
衣服，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

根据预报，这场强冷空气

还将再多影响滨州一天。预计
周一白天，降水逐渐结束，转多
云天气，东北风4-5级减弱到3-
4级，不过气温继续下跌，最高
温仅有12℃，最低温为3℃。不
过好消息是，周一的低温过后，
气温将在周二出现快速反弹，
一举回升到21℃的高位，让人
们重新感受春天的温暖气息。
在之后未来的几天里，气温都
将保持高位震荡，周三最高温
能达到23℃，最低温也在10℃
之上。

博博兴兴县县将将建建首首个个中中央央商商务务区区
项目由京博乐安置业有限公司承担开发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王
泽云) 10日，记者从博兴县金
融商务大厦项目说明会获悉，
博兴县将建设第一个中央商务
区，地址位于博兴县新城区中
心位置，南临为县行政中心。

据了解，该金融商务大厦是
博兴首席甲级5A高档写字办公
楼，项目受到了博兴县委县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是博兴县的重要工程，是
滨州市重点项目。金融商务大厦

项目的投资方是实力雄厚的汇
佳资本管理公司，由京博乐安置
业有限公司承担开发。其总体规
划用地面积约80亩，建筑面积20
余万平方米，建筑高度约100米，
总投资约5亿元，主体商务办公
楼为27层、24层的建筑。

金融商务大厦拟建金融机
构营业厅和与之配套的办公
室、会议室以及餐饮、购物、办
公、宾馆等。主要入驻企业为金
融、投资、信托、租赁等经营性

机构，通过整合金融服务资源，
形成博兴金融服务基地，发挥
聚集效应，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一站式金融服务，为社会提供
商务接待和商务服务。

该大厦创造了博兴县“六
个第一”，即博兴第一个CBD
(中央商务区)、博兴第一高楼、
博兴第一个智能化5A甲级写字
楼、博兴第一个金融街、博兴第
一个室内美食街、博兴第一个
室内商业街。且有“八项之最”，

即大厦全县最核心位置、最具
标志性、最大的办公休闲综合
体、周边环境最优、配备3000个
车位全县最多、功能配套最全、
物业服务最优、性价比最高。

金融商务大厦将成为一个
与周边建筑和谐相称，展现现
代建筑文化与地域文化，致力
高标准、多功能、国际化的城市
AAAAA金融商业商务中心，打
造稳重、典雅、方正大气的城市
中央商务地标。

网络访谈公告
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孙

宏博，将于2015年4月15日下午3

时，做客“中国·滨州”网，围绕“推
行审批服务联合联办制，书写为
民服务新篇章”主题与网友进行
在线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
欢迎网友提交问题，积极参与。

惠民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张
洪民，将于2015年4月15日下午3

时30分，做客“中国·滨州”网，围
绕“全力搭建为企服务的一流平
台”主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广
泛听取意见和建议。欢迎网友提
交问题，积极参与。

本报通讯员 王玮

缺缺少少血血小小板板，，孩孩子子一一度度晕晕厥厥
由佳雯生命危急，需尽早手术，但巨额医疗费仍没有着落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王丽
丽) 10日，本报报道了惠民10岁
女孩由佳雯因患再生障碍性贫
血亟需巨额手术费。12日，记者
了解到，孩子曾因输不上血小板
一度晕厥，坐都坐不起来。目前，
孩子生命危急，需尽早手术。惠
民募捐发起人之一陈宗亮在看
到由佳雯的现状后已泣不成声。

“手术费早一天凑齐，孩子就多
一分生的希望。”

11日，爱心人士陈宗亮来到
天津，将9日、10日两天时间筹集
的132891 . 6元送到了由佳雯爸
爸的手里。当接到好心人的捐赠
款时，由佳雯的爸爸感动得说不

出话来。
由于由佳雯在隔离病房里

并不能被探望，在隔离病房外的
视频里，陈宗亮看到躺在病床上
的由佳雯时已泣不成声了。

“她和妈妈在隔离室住了半
年了，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的小
鸟，飞不出来。她是多么渴望外
面的世界啊！”陈宗亮告诉记者，
11日当天，他到天津的时候，由
于血库里没有由佳雯需要的血
小板，由佳雯已经头晕得坐不起
来了。记者从由佳雯的妈妈口中
得知，12日凌晨3点多，由佳雯才
又能输上血小板。

陈宗亮告诉记者，虽然现场
募捐活动结束了，但是关于由佳
雯的爱心募捐他还会继续呼吁。

与此同时，滨州公益组织也
参与到了这场爱心救援中。滨州
方舟公益负责人方艳告诉记者，

当看到由佳雯的故事之后，被她
的坚强、懂事深深打动了，同时
也被孩子家人不离不弃的精神
所折服。为此，滨州方舟公益决
定捐献1000元，将直接打入程芳
芳的账户里。

“血浆、血小板、血浆……”
由佳雯的生命就这样被每天巨
额的医疗费维持着。但随时可能
断掉的血浆和血小板，又可能彻
底夺走这个坚强、懂事的小生
命。一天不做骨髓移植手术，由
佳雯的生命就一直被置于极度
危险的边缘。但目前由佳雯巨额
医疗费还没有着落。爱，从来都
没有边界，让我们都献出自己的
一分爱心，帮助由佳雯早日脱离
危险。

由佳雯母亲程芳芳农行账
号：6228 4818 4819 0527 078

开户地址：惠民县农行百货

商场分理处
程芳芳电话：18054355953

或直接到齐鲁晚报今日滨

州办公地点捐献
地址：黄十渤九锦城大厦八

楼记者部

救助白血病女孩

由佳雯爸爸和同学在隔离病房外与她视频。

老年帕金森病

早发现早干预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通讯员 徐彬) 每年的4
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今
年的主题是“早发现，早干预”。据
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帕金森病总
人数已超过200万，55岁以上人群
患病率为1%左右，65岁以上人群
患病率为1 . 7%，并随年龄增长而
升高。

滨医附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
师鹿树军介绍，目前帕金森病的
患者来就诊时，大多数都已经患
病至少半年以上，还有患病三年
多才来就诊的，“因为帕金森病患
病初期表现不太明显，主要是手
颤抖，行动迟缓，家人就会以为是
年龄大了导致的，并不会想到是
患了帕金森病，所以很多患者直
到影响到了正常生活才来医院就
诊，就过诊断被确诊为帕金森
病。”

鹿树军告诉记者，在帕金森
病初期或是中期的几年中服用帕
金森药物可以获得比较满意和持
续的疗效，帕金森病的治疗是一
个长期过程，它需要遵循长期服
药，控制症状，目前没有有效的预
防措施阻止疾病的发生，“但是药
物治疗可以很明显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比如一个帕金森病人经过
长期治疗可以下地行走，而不使
用药物治疗，3—5年患者就会卧
床无法站立。”

鹿树军介绍，帕金森病的前
期表现主要是患者单边或双边的
手臂会不由自主地抖动，双腿双
脚或下巴也会有抖动的现象，动
作迟缓，走路时无法迈开脚步，患
者还会有抑郁、焦虑和记忆力减
退等症状，“其实家人只要多关心
关注老人，就会发现正常老年人
走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不会
出现明显的迟缓现象，所以一旦
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带老人来
医院就诊，争取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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