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7月24日讯(记
者 谢晓丽 实习生 王
延琳 任洪艳) 24日上午，
聊城市红十字会、茌平县红
十字会、茌平县信发铝制品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欢迎王
云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归
来仪式。7月6日至7月12日，
来自茌平县的王云在老公
和两个儿子的陪同下，在齐
鲁医院进行了造血干细胞
捐献，成为茌平县首例，全
市第23例，全省第654例，全
国第7471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2018年7月6日至13日，
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来自
聊城市茌平县37岁的志愿
者王云成功完成了造血干
细胞的捐献，为一名素不相
识的32岁白血病患者点燃
生命的希望。

“2015年，我在一次无

偿献血时，和老公同时填写
了志愿者同意书，加入了造
血干细胞资料库，在2015年
5月14日正式成为中华骨髓
库的一名志愿者。”王云介
绍，2018年4月10日，王云接
到了聊城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的消息：她的血样与一
名白血病患者初步配型成
功，是否愿意捐赠。“选择成
为一名志愿者，就决定了对
这 个 爱 的 承 诺 要 负 责 到
底”，在几万分之一甚至几
十万分之一的匹配率里，她
奇迹地成功了，王云没有丝
毫犹豫，坚定的做出决定同
意捐献。

7月6日至7月12日，王
云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完
成造血干细胞采集。“由于
自身原因，采集时间足足用
了八个半小时，患者的主治
医生亲自来取，下午五点采

集完毕后主治医生立刻赶
往北京。”王云回忆，“整个
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害怕，
希望大家同时站在爱心长
跑线上，把爱心接力棒传递
下去。

在欢迎仪式上，茌平县
副县长宋静表示，王云同志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红十字
精神，为全社会树立了热心
公益事业、无私奉献爱心的
榜样，希望社会上能出现更
多的“王云”，也希望更多的
爱心人士能够参与到造血
干细胞的捐献活动中来，参
与到更多的公益事业中来。

茌茌平平首首例例造造血血干干细细胞胞捐捐献献者者归归来来
夫妻两人都是志愿者，要对爱的承诺负责到底

王云(中)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归来。

本报聊城7月24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张
健 周立业) 24日上午，市
民康女士来到聊城公交集
团三公司，将印有“拾金不
昧，品德高尚”八个大字的
锦旗，交送到公司值班人员
手中。

据康女士介绍：此行主
要是感谢聊城K345路公交

车驾驶员王韩燕。2 3日上
午，她的父母在明康房产站
牌乘坐K345路公交车，在到
达汽车总站站牌后，准备换
乘其他车辆时，因下车匆忙
把随身携带的包遗失在车
上，内有证件、银行卡若干
以及2万余元现金，当他们
快要抵达目的地时才发现
异常。两人及时拨打公交服

务热线，经公交调度人员积
极寻找，并顺利找回。

据公交司机王韩燕回
忆道：当时车上人不多，依
稀记得有两位乘客坐在其
右手边的座位上，两人下车
很匆忙。当车辆行驶到下一
个站牌时，才发现座位上有
个黑色提包，她连忙拿起物
品并保管好，在终点站清点

物品时发现有大量现金，但
未留有联系方式。正在疑惑
时接到调度信息，于是赶忙
上报调度说明相关情况，后
经调度安排，与失主在终点
站见面，在验证信息无误后
归还物品。

康女士说，由于其父母
已出差在外，特意由她代表
父母送来锦旗以示感谢。

2万多元现金不慎遗落公交车上

公公交交车车驾驾驶驶员员拾拾金金不不昧昧获获大大赞赞

本报记者7月24日讯(记
者 邹俊美) 暑假是孩子
们撒欢玩乐的季节，可是没
了学校和家长的监督，孩子
们做出的危险动作，真是分
分钟“吓死”大人。22日，聊
城花园路一小区内，三个

“熊孩子”爬到单元门顶上
玩耍，其中一个孩子被困在
上面，被小区物业人员搬来
梯子才解救下来，而整个过
程孩子的家长浑然不知。

22日中午1点左右，在
花园路阿尔卡迪亚五期四
号楼，记者看到一位身穿绿
色T恤的男孩，站在单元门
顶上，下面一些物业工作人
员不时赶来，大家一边安抚
孩子不要着急，一边给物业
维修部门打电话，搬来梯
子。孩子显然知道自己做的
事不够光彩，一直背对着大
家，梯子搬来后孩子被安全

解救下来。此时，孩子家长
还浑然不知。

“真是为他们捏把汗。
我正在这个楼道里打扫卫
生，刚想从单元门出来，一
个孩子‘啪’一声从上面落
到地上，吓得我魂都没了，
不一会又一个孩子又从上
面跳了下来。我走出单元
门，发现还有一个孩子站在
单元门的楼顶上，跳下来的
两个孩子在下面喊他，让他
也跳下来，这个孩子胆小不
敢跳，吓得腿打哆嗦。我赶
紧制止了他，没让他往下
跳，给物业打了电话。”小区
的一位保洁人员说，三个孩
子是从一楼楼道窗户上跳
到单元门顶上去的，从顶上
跳下来的两个孩子，腿上都
有擦伤痕迹。“下边就是台
阶，万一跳下来崴了腿，这
一个假期也好不了。”

被解救下来的孩子，下
来后立马跑到另外两个伙伴
身边，三个人就像什么都没发
生过，又跑着去玩耍。不一会，
记者又在该小区七号楼看到
了他们，他们再次爬到七号的
单元门顶上。在记者制止下，
他们从楼道窗户翻下，从楼梯

上走了下来。据了解，三个孩
子都是十三四岁的年纪，家长
有的在工作，没空管他们，有
的家长在家休息，觉得他们已
经长大了，也不太在意孩子在
玩什么。但如果三个孩子的这
些行为让家长知道，肯定会把
家长吓得不轻。

““熊熊孩孩子子””爬爬上上单单元元门门顶顶玩玩耍耍被被困困
小区物业人员搬梯子解救，整个过程家长浑然不知

物业人员搬来梯子将男孩解救下来。

本报聊城7月24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朱晓睿)

“送达难”是近年来困扰人
民法院工作的一大难题。此
前，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虽然通过邮政送达法律文书
分流了一部分的送达任务，但
由于当事人地址信息提供不
准确、个别送达人员责任心缺

失、一部分收件人存在认识偏
差等原因，仍出现一些案件的
法律文书不能及时有效送达
的现象。

为提高邮寄送达的质量
和效率，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联
合当地邮政公司，采取签订服
务合同、建立微信工作群、加
强业务培训三项举措，着力破

解“送达难”问题，一是签订法
院专递服务合同。7月2日上
午，该院与邮政物流公司签订
了《法院法律文书邮政特快专
递服务合同书》。双方就进一
步细化投递范围、邮件交接、
投递要求、时限标准、违约责
任等内容达成一致。

二是建立法院专递微信

工作群。该院各业务庭室负责
送达工作的干警与邮政物流
公司分布全市的邮政投递员，
共同组建了“法院特快专递投
递”微信工作群，以此进一步
加强双方的沟通联系，切实提
高投递率及投递的质量。

三是加强送达人员业务
培训。7月12日上午，该院举办

了法律文书送达专递业务培
训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
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法
院法律文书邮政投递操作手
册》及相关法律术语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30余名法院干警、
20余名邮政投递员参加了培
训。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法法院院三三项项措措施施着着力力破破解解““送送达达难难””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于聊城阳谷举办了“关注生
命，远离溺水”活动。志愿者们对游
泳事故的高发人群青少年进行针对
性宣传活动，宣传了有关游泳的知
识，呼吁大家不要在不正规的场地
游泳，同时也通过真人模拟演练教
授一些对溺水者的急救措施，得到
了大家的好评。此次活动的举办，不
仅有利于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更
有利于当溺水事故发生时，及时对
溺水者进行简单的急救，减少悲剧
发生。 (张淑琪 董晶晶)

防防溺溺水水

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农民生活
水平得到提高，7月16日，聊城大学
商学院社会实践队于梁水镇举办

“关注新农村”活动。志愿者们对当
地居民进行了采访，他们亲眼见证
农村的变化，体验到了新农村人的
美好生活。实践过程中，队员们深深
的感受到农村的发展变化，对新农
村经济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
会，也更加深切的感受到了当的政
府的决心，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
起来。 (景超宇)

关关注注新新农农村村

为了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
安定环境，7月15日，聊城大学商学
院社会实践队前往梁水镇派出所举
办“警民鱼水情，协力保太平”活动。
志愿者们通过采访得知，当地青壮
年外出打工较多，村里孤寡老人较
多，为了增加安全保护意识，志愿者
和民警进行打击违法犯罪的宣传，
加强农村地区治安整治，最大限度
预防减少和打击影响农村稳定及农
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
的社会治安环境。 (王曜坤)

警警民民鱼鱼水水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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