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亲会报名过半 趁周末快来报名
这个周末是报名截止前的倒数第二个周末，各报名点将迎来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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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琳佳

实习生 马鸿霞

第11届“七月七千佛山相亲大

会”报名工作已过半，报名人数与

日俱增。距报名截止日期8月18日
越来越近，本周末是报名截止前的

倒数第二个周末，各报名点将迎来

高峰。上个周末两天共有500余人

前来报名参加相亲会，这周以来报

名者热情只增不减。不管您是在等

待良机还是平时繁忙抽不出身，但

时间不等人，趁这个周末快来报名

吧。

“我听说后期还可以现场报

名，是吗？”前来咨询的高女士问。

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今年27岁
了，听身边朋友说相亲会很久了，

今年想报名试一试，但想后期在相

亲会现场报名，所以先过来咨询咨

询。

据主办方介绍，8月25—8月28
日，在相亲大会现场虽然也可报

名，但是无法享受“平面相亲”、“相

亲角”、“相亲手册”、“免费一对一

相亲一次”等服务。

早报名 早登相亲角

生活日报为了给广大的单身

朋友提供更周到更立体的服务，

报名七月七相亲会的人可以根据

个人意愿，在生活日报“平面相

亲”栏目刊登一次50字之内的个

人相亲信息，“平面相亲”栏目日

常刊登一次费用为80元，相亲会

活动期间为20元。生活日报相亲

角常年开放，信息每半个月更换

一次，只需另交10元印刷费，就可

将个人信息悬挂在相亲角。我们

是按编号顺序将个人信息刊登在

平面相亲和相亲角上的，也就是

说，早报名早刊登。

早报名 早点遇到对的人

每逢周末，都是相亲会报名

的高峰期，工作日里抽不出时间

的年轻人都不想错过亲自来报名

的机会，因为他们迫切地想早点

遇到那个“TA”。于是每个周末的

报名现场俨然已成了小型的“相

亲会”。小杨和小彤就是在三月三

相亲会周末来报名的时候认识

的，“来报名的时候她就引起了我

的注意，借着填表的名义跟她说

了几句话，特意记下了她的编号，

在相亲会现场制造了‘偶遇’，不

动点小心思怎能拿下女神。”小杨

幽默地跟记者说。

早报名 不用排队

从以往几届相亲大会的报名

情况来看，后期报名人数会大大增

加，最后一周会出现“扎推报名”的

现象。早点来报名既能避免排长

队，还能节省您的宝贵时间。

早报名 相亲服务优先

根据相亲会组委会工作人员

透露，为给广大单身朋友更多的结

缘机会，千佛山相亲大会结束后会

有许多后续服务及相关活动，比如

小型相亲会或互动活动等，而这些

活动的相亲信息悬挂安排就会依

据相亲大会报名序号来挑选，不同

的年龄分段里序号越靠前，机会也

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相亲成功率

会更大。

需要提醒单身朋友的是，如果

您在七月七千佛山相亲大会成功

找到有缘人，不再需要后续相亲服

务，请拨打生活日报相亲组委会电

话85196653告知，以免信息再次刊

登给您带来不便。

千佛山七夕相亲大会将于8
月25日在千佛山举行，报名工作

截止到8月18日。报名时需要携带

身份证、户口本(或单身证明)和
学历证。想要寻缘的单身可以到

千佛山北门 (正门 )报名，每天 9
点—1 7点，节假日不休，咨询电

话：82662325

济南首针预防宫颈癌疫苗昨接种
10岁女童在妈妈带领下来接种第一针疫苗

17城市学生体质健康抽测
济南倒数第二
我省将制定“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全省共抽查153所学校

本次抽查复核，从17市34个
县(市、区)共抽取学校153所，其

中高校19所、高职17所、中职15
所、中小学102所(含监测点学校

33所、示范学校11所、普通学校

58所)，实测学生7741人，有效数

据样本为7542人，总体样本有效

率为97 . 4%。

具体抽查复核项目包括：小

学 五 年 级 学 生 的 体 重 指 数

(BMI)、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

前屈、1分钟跳绳、1分钟仰卧起

坐、50米×8往返跑；初中、高中、

大学学生的体重指数(BMI)、肺
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屈、立定

跳远、引体向上(男)/1分钟、仰

卧起坐(女)、1000米跑(男)/800
米跑(女)。依据《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相关项

目的评分标准，第三方机构分别

对上述项目进行了现场测试。

通过抽查，发现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有明显改善。但是，中小

学生肥胖率、中职与高校学生体

质健康抽测不及格率偏高。在抽

测的学生中，男生超重率、肥胖

率均超过10%；女生超重率均超

过10%，肥胖率在9%左右。中小

学男生力量素质略有下降。

济南排名靠后 居倒数第二

记者梳理发现，在17市学生

体质健康抽测平均分排名和17
市学生体质健康抽测合格率排

名中，济南双双居倒数第二名。

具体来看，17市学生体质健康抽

测平均分淄博市得分78 . 9，位
于第一，其次是潍坊市和威海

市。而17市学生体质健康抽测合

格率中，前三名分别是潍坊市、

滨州市和淄博市。

山东省教育厅要求，要进一

步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

青少年身体健康、体魄强健，大中

小学要认真执行国家课程标准和

省定课程方案，开齐、开足、开好

体育课，将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

动列入学校教学计划，不得削减

或者挤占体育课时。制定“每天一

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实施方案，将

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落

到实处，坚持开展学生冬季长跑

等群体性活动，形成覆盖校内外

的学生课外体育锻炼体系。

一天100多市民咨询疫苗接种

章丘疾控中心科长陈世玉告

诉记者，预防宫颈癌疫苗对于老百

姓来说是个好事儿，为了百姓的身

体健康，此次订购的100份疫苗引

起了广大市民的高度关注，大家纷

纷打电话咨询接种疫苗的事情。

“电话都快打爆了，今天，我们疾控

中心的负责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

一天都在接电话，回答大家关心的

问题，今天已经接到了100多个咨

询电话，也有不少市民除了咨询疫

苗之外还提前预约打疫苗。”陈科

长表示，今天只接种了第一针疫

苗，从下周一开始，各卫生院、社区

服务站，凡是具备接种疫苗资质的

卫生章丘卫生服务机构，都可以预

约接种。

如果100份疫苗很快接种完

成，自己没有排上队，是不是就

没 有 机 会 注 射 这 种 疫 苗 了 。或

者，是不是还需要等待很久才能

等 到 新 一 批 疫 苗 。陈 科 长 介 绍

说，如果第一批1 0 0份疫苗很快

注射完毕，章丘疾控中心还会考

虑继续采购一批新疫苗补充，继

续为有需求的百姓服务，请广大

市民不要担心。

市民不能跨区域接种疫苗

还有济南市区的市民咨询，能不

能跨区来章丘注射疫苗，对此问

题，陈科长表示，暂时不行，原则上

各个区疾控中心有自己负责疫苗

接种的区域，济南市民来章丘疾控

中心接种疫苗，暂时还不行。

10岁女童的妈妈介绍说，她之

前听朋友说有这样的疫苗，想给孩

子注射，但要去香港才行，现在家门

口就能注射疫苗，感到非常满意。女

童的妈妈告诉记者，小女儿的年龄

刚好在疫苗的注射范围之内，感觉

非常值得，就赶紧带着孩子来章丘

疾控中心接种疫苗了，对工作人员

的细致服务，她非常满意。

预防宫颈癌疫苗受宠

“今天，疾控中心办公室的电

话就没闲着，都是咨询疫苗的事，

济南市区也有不少市民表示要预

约注射疫苗，我建议他们等等，看

看当地疾控中心是不是很快就要

进疫苗。”章丘市疾控中心陈科长

告诉记者，宫颈癌疫苗预约排队已

经到了下周，办公室电话几乎被打

爆，从市民咨询的情况来看多数受

年龄的限制。“首批宫颈癌疫苗数

量不多，章丘现在临时只有疾控中

心这个点可以注射，随着疫苗的增

多，下一步各注射点也可打疫苗。”

陈 科 长 提 醒 ，市 民 可 拨 打 电 话

83323601咨询预约。

陈科长告诉记者，接种该疫苗

和其他疫苗一样，免疫力下降、感冒

发烧、或者其他身体不稳定状态的

市民，不推荐接种HPV疫苗。常见的

副作用有注射部位的红肿疼痛、注

射后偶见头晕恶心等，但这些都是

轻微的，一般不会超过两天。

济南已有两区疾控准备进疫苗

由于这种预防宫颈癌的疫苗

受到广大市民高度关注，记者挨个

咨询了济南市历下区、历城区、天

桥区、槐荫区、市中区、长清区疾控

部门，各个区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均

表示还正在等待相关领导批复，还

没有明确进疫苗的具体时间。

据天桥区和市中区疾控部门工

作人员介绍，相关负责领导正在努

力协调疫苗的事情，有准备进疫苗，

还需要完善相关环节，“请有需要的

市民再等一等，对老百姓有益的事

情，我们疾控部门会积极办理。下周

再打电话问问吧，应该快了。”

□记者 董广远

生活日报8月4日讯 4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2016

年全省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抽查复核情况的通报》，在17市学

生体质健康抽测平均分排名和17市学生体质健康抽测合格

率排名中，济南双双居倒数第二名。

坐位体前屈是抽查项目之一。

济南第一针宫颈癌疫苗已接种。

4日，章丘一位母亲带着10岁女儿来到章丘疾控中心接种了预防宫颈癌的

疫苗。据了解，10岁女童注射的该针疫苗属于济南市预防宫颈癌疫苗第一针。

女童的妈妈介绍说，她早就知道有预防宫颈癌的疫苗，但要到香港去注射，昨

天通过媒体知道章丘也可以注射这个疫苗的消息后，一早就带孩子来了。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陈彦 巩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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