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酷暑季每天都有单位集体献血
今年前八个月151家单位献血2292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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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昊骞

生活日报9月4日讯 随着医改步伐的推

进和医疗技术水平发展，临床用血需求不断提

高，临床用血保障难度不断加大。各级机关、企

事业单位纷纷挺身而出，积极参加无偿献血。

4日，记者从山东省血液中心获悉，今年1
-8月，省血液中心共联系151家驻济高校、机

关、企事业单位献血 2 2 9 2 0人次，献血量

7446600毫升。其中，今年1-7月，省血液中心

共联系99家驻济高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献血

20108人次，献血量6529400毫升，比去年同期

增长50 . 6%，占总献血量的35 . 7%。尤其是炎

热酷夏，鲜血人数骤减，省血液中心组织省直

机关爱心献血，每天都有单位进行团体献血，

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今年暑假，省城救命血供给紧张，7月10
日，本报曾经报道过“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一名

患者胃溃疡导致大出血急需手术,省城却缺

乏O型救命血”的消息，并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山东省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天气太

热导致前往街头献血车的人数下降了很多。

因此，除了街头采血外，省血液中心积极联系

团体单位，呼吁集体参加无偿献血。

今年1-8月，省血液中心共联系151家驻

济高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献血22920人次，献

血量7446600毫升。

据了解，在今年7月份共包括山东省政府办

公厅、山东省机构编制办公室、山东省发展改革

委员会、山东公安消防总队、山东省财政厅等30
个团体单位集体献血，因单位人数不同，献血人

数差异较大，但各单位献血参与率均大于30%，

据介绍，2016年我省每千人献血人数为9 . 82。
据介绍，目前虽然天气逐渐凉爽，学校也

都开学，但献血量仍需增加，“最近大学校园

刚刚开学，学校忙于新生报到、军训，学生们

献血量还不是很多。”山东省血液中心工作人

员呼吁大家通过献血捐献出自己的爱心。

《灰姑娘》80张免费门票等你来抢
关注生活日报儿童剧场微信可参加抢票活动

□记者 高冉

生活日报9月4日讯 9月9日、

10日上午10:30，儿童剧《灰姑娘》将

在生活日报儿童剧场，以轻松幽默

的形式为小朋友们展现一派欧洲异

域风情。

经典儿童剧《灰姑娘》讲述了一

个美丽善良的女孩,被继母和继母

的两个女儿虐待,却依然不放弃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后来她在宫廷举

办的舞会上与王子相恋,两个人在

一起过上了幸福生活。改编后的童

话剧《灰姑娘》童趣十足,但不失浪

漫色彩。除了开演前小朋友才艺展

示的互动环节，剧中还需要小朋友

们伸出援助之手,上台拣出煤堆里

的豆子,帮助灰姑娘去参加舞会。小

姑娘们还有机会被邀请上舞台，参

加为王子举办的舞会，亲身走进灰

姑娘的生活世界。

想第一时间了解演出信息和相

关活动,搜索微信公众号“shrbjc”，

或直接扫描二维码，关注“生活日报

儿童剧场”微信平台 ,参与抢票活

动,80张免费门票等你来拿。

抢票时间和活动规则

微信抢票活动时间:9月4日—9
月8日12:00。

1、分享抢票活动微信内容到朋

友圈+关注生活日报儿童剧场微信

公众号,9月8日12:00前,将截图发送

到生活日报儿童剧场官方微信。

2、9月8日,我们将抽取40名幸

运读者,每人将获得总价值100元的

儿童剧场门票2张。获奖名单将在生

活日报儿童剧场微信公布。

演出时间 :9月9日、10日上午

10:30。
演出地点:

山东济南市解

放路115号山东

省话剧院亲子

剧场

咨询热线:
0531-85196653

单位 日期 献血人数

山东公安边防总队 7 . 4 62

山东公安消防总队 7 . 4 89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7 . 7 100

山东省科技馆 7 . 7 30

山东省医科院 7 . 12 61

山东省体育局 7 . 12 48

武警济南支队20中队 7 . 13 48

武警济南支队15中队 7 . 13 29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7 . 14 31

山东广播电视台 7 . 14 314

山东省财政厅 7 . 14 87

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7 . 14 42

山东能源集团 7 . 18 92

舜耕山庄 7 . 18 82

武警济南市支队 7 . 19 44

山东农业机械管理局 7 . 19 32

武警济南市支队24大队11中队 7 . 19 62

山东省中医院 7 . 20 273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7 . 20 67

山东省科学院 7 . 21 53

山东省机构编制办公室 7 . 21 21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 7 . 21 89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7 . 21 34

山东省国税局 7 . 25 57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7 . 25 14

鲁信集团 7 . 25 52

山东省济东戒毒所 7 . 26 33

山东省林木种质资源中心 7 . 27 14

山东省林业厅 7 . 27 47

山东省文联 7 . 27 14

2017年7月团体献血光荣榜

儿童剧《灰姑娘》演出照。

一荤两素10元 省实验中学配餐送教学楼
□记者 张鹏

实习生 王子晗

生活日报9月4日讯 记者

从山东省实验中学获悉，从本周

一开始，省实验中学本部将统一

为学生配餐，这在济南走读高中

学校中尚属首家。记者了解到，

配餐公司是通过招标的形式选

定的，学校内专门设置了一个配

餐办公室，每天留饭菜样本。价

格统一为10元，一荤两素加主

食。菜谱提前一个月定好，并在

校园里公示。

省实验中学千人选择配餐

4日上午11点30分，一辆餐

车停在了省实验中学一号楼门

前。身着统一工作服、戴着口罩

的工作人员将一箱箱包装好的

配餐抬下车，搬进四座教学楼

内，为学生下课领取配餐做好准

备。近期，省实验中学附近的小

吃街以及多家小饭店、居民楼中

的小饭桌都被整改取缔，该校区

拥有学生4000余名，但学生餐厅

仅能容纳1000人同时就餐。为解

决学生中午就餐问题，省实验中

学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在5月
份就开始对各个学校以及配餐

公司进行全方位考察，并在暑假

期间通过公开招标，由学校家委

会牵头，家长、学生和教师代表

共同参与，在200多家配餐公司

中最终选择了济南尚食源配餐

管理有限公司。该校校长、党委

书记韩相河说,“我们在新学期采

取了‘食堂+配餐’的模式，让学生

自由选择。学生可以选择配餐、吃

食堂或者回家。我们的目的只有

一个，让家长们放心，让同学们放

心。”

4日中午，全校近1200名学

生选择了配餐。11点50分，下课

铃响后，学生们来到领餐点领走

了自己的配餐。一盒配餐10元
钱，两荤一素和一份米饭。今天

的菜品是西红柿炒鸡蛋、黄瓜炒

火腿、两块炸鱼肉和一片猪肉，

饭菜在吃的时候还是温热的。除

了粥是放在桶中由学生自行舀

取外，其他食物都是被分放在20
厘米左右见方的红色餐盒中，每

个餐盒中都配有一把勺子。如果

吃不饱，配餐中心还准备了占配

餐总量四分之一左右的备餐，菜

品与配餐一样，同样放在塑料餐

盒中，可以自行选取。餐盒和餐

具在用餐后会由配餐中心回收，

消毒循环使用。

菜谱提前一个月公示

“我觉得比食堂的饭要好吃，

而且也不用排队，很方便，也节省

时间，有时候遇到老师拖堂也不

会很着急。”该校高三20班的刘娇

告诉记者，她所在的班级共有8个
人预订了配餐，“我觉得分量挺大

的，基本上都能吃饱。”

据该校政教处负责人李丽

介绍，学校在教学楼内设置了配

餐办公室，每餐进行留样，可以

供学生们选菜，及时反映情况。

配餐以20天为周期，根据家长和

学生们的建议，菜谱提前一个月在

公告栏进行公示，保证每天菜品不

重样。选择配餐的每位同学事先都

要填写一个调查表，在备注中写明

自身对饭菜的特殊要求。

据配餐公司负责人介绍，他

们公司每餐的配餐量大概在一

万份左右，涵盖了全市17个小

学、初中和高中，其中省实验是

我市第一家选择配餐的走读制

高中。配餐在制作完成后到分发

到每个学生手中控制在一小时

以内，且每天的菜品都会留样化

验，“其实我们做这个配餐几乎

是不盈利的，10块钱是几十年前

的标准了。尤其是高中配餐，利

润更低，里面公益性的性质更大

一些。”

“最美姐姐”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
本报报道后累计捐款37万余元

□记者 程凌润

生活日报9月4日讯 8月24日，

生活日报05版以《借30万救弟弟

我愿无偿打一辈子工》报道了聊城

冠县19岁准大学生女孩晓晓打算放

弃学业在济南街头卖自己，从而为

患有白血病的弟弟筹集30万手术费

做骨髓移植手术的事情。报道刊发

后的6天时间里，社会爱心人士通过

各种方式累计捐款37万余元，被称

赞是“最美姐姐”的晓晓于9月3日通

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齐鲁师范学

院也正在为其申办特殊苦难补助。

经过省城各大媒体报道以后，

社会爱心人士通过银行转账、微信红

包以及现场捐款等方式献爱心，有爱

心人士表示要资助晓晓上大学。不少

网友称赞晓晓是“最美姐姐”。

“感谢媒体和爱心人士对这个

不幸家庭的密切关注！我们也跟当事

女孩取得了联系，也确认了2017级新

生的身份。”8月24日，齐鲁师范学院通

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对于家庭困

难的学生，他们学校有资助和减免学

费政策，尽可能不让她失学。

8月25日，齐鲁师范学院党委宣

传部、学生工作处和化学与化工学

院负责人等一行四人来到了山东省

立医院儿童医院血液科病房，看望、

慰问了晓晓一家人，还送去了5000
元慰问金和慰问品。

“8月28日的时候，各种捐款已

经达到了37万余元，从那时起我们

就不再接受捐款了。”9月4日下午，

生活日报记者联系到了晓晓，她说

因为捐款已经达到了30多万，8月28
日以后，他们已经不在接受爱心人

士的捐款。

9月3日，晓晓及妈妈来到齐鲁

师范大学办理了入学手续。“考虑到

她的家庭情况，我们学校让她通过

‘绿色通道’入学。”齐鲁师范学院学

生资助中心一位老师介绍，为了让晓

晓顺利入学，他们学校开通了“绿色

通道”让晓晓成功办理入学手续，同

时还在为她申办特殊困难补助。

“我们还为她准备了食堂的勤

工助学岗。”齐鲁师范学院学生资助

中心的老师说，在食堂里勤工助学

岗位不会占用晓晓太多的时间，而

且还能为其提供饭菜，从而为其减

轻生活负担。

4日中午 ,省实验中学学生领到

配餐。 记者 张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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