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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防疫一线“鲁蜜”
全年免费看球

鲁能泰山俱乐部将尽全力满足山东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心愿

沂蒙山根据地纪念馆位于
沂水县夏蔚镇王庄，这里将对中
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
队指挥部、《大众日报》创刊等红
色文化脉络进行集中展示。其
中，将突出《大众日报》布展内
容，集中展示《大众日报》创刊历
程和抗战时期报社人不畏艰难，
坚持出报的历史，彰显沂蒙人民
与大众报人同进退、共患难，水
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伟大精神。

为此，大众报业集团和沂水
县委、县政府即日起联合向全社
会征集有关史料、实物。
一、征集内容

1 . 1938年——— 2000年这一
历史时期内，与沂蒙、与大众日
报相关的照片、信件、报纸、刊
物、印刷品、书籍、证明、账本、奖

状、票券、日记本等。
2 .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种实

物，包括油灯、文具（如钢笔、笔
记本等）、农具（如扁担、犁、耧、
锄头、耙、镰刀、铡刀、簸箕、石
臼、石磨、碾、纺车等）、家具（如
桌、椅、箱、柜等）、衣物、自行车、
收音机、照相机等。

3 .这一历史时期的印刷物
资，如印刷机、铅字、字模等。

4 .以上未详细列及的其他材
料与实物。
二、征集说明

1 .所征集的照片、史料力求
尊重历史事实、线索清楚、考证
翔实、准确无误。

2 .请提供者对所提供的物件
附简要的文字说明：提供者姓名，
现（原）工作单位及职务、联系方

式，资料反映的事由、时间、地点
等。

3 .有重点实物及史料价值征
集线索的，也可以向我们提供。

4 .征集方会安排专人负责做
好所征集物品的登记、拍照、入
库、展出、管理等相关工作。
三、征集方式

本次征集是公益性征集，本
着收藏者自愿的原则，采用捐
赠、复制、购买和借展的方式。

1 .捐赠。接受个人、团体捐
赠。收藏者将实物及史料无偿捐
赠，凡符合展陈标准的，将被作
为正式馆藏永久展陈，按照有关
规定登记建立捐赠档案，颁发捐
赠证书。展出时注明捐赠者姓
名，以留永志。捐赠者今后如需
利用所捐赠物品，受捐赠单位将

无偿提供方便。对于捐赠藏品数
量较多、价值较高的，将以适当
方式予以宣传。

2 .复制或购买。对特别珍贵
的史料与实物，按照财务有关制
度由文物部门专家定价标准予
以购买；收藏者确欲保存原件
的，采取复制原件的方式展出，
原件归还本人。

3 .借展。根据实物提供者的
意愿，原件提供给沂蒙山根据地
纪念馆借展，活动结束后送还本
人。有其他特殊要求的可协商。
四、联系方式

捐赠地址：
1 .临沂市。
地址：临沂新闻大厦
联系人：张燕
联系电话：18815397333

邮箱：alina1973@126 . com
2 .沂水县。
联系人：许宗栋
电话：15265111226
邮箱：ysxwwlb@126 .com
3 .济南市。
地址：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
联系人：于岸青
电话：0531-85193379；
邮箱：1037133040@qq.com

竭诚欢迎社会各界参与征
集活动，提供征集线索。

特此启事，敬请周知。

大众报业集团
沂水县人民政府
2020年3月10日

沂蒙山根据地纪念馆实物征集启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陈朕 韩虹丽 刘涛
见习记者 靳宇豪

希望疫情尽快过去
一起看鲁能比赛

在得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发起“如
你所愿”的活动之后，山东援助湖北医疗
队的鲁能球迷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侯云峰的心愿是：希
望这场疫情早日结束，能和山东鲁能泰
山足球俱乐部队员以及李霄鹏指导合个
影。

与侯云峰有着同样愿望的，还有同在
抗疫一线的来自日照市中心医院的张继
超，他也通过“如你所愿”的活动向鲁能喊
话，表达了自己想与球队合影的愿望。

“我是山东援助湖北首批医疗队的一

员，我的心愿是想要一张李霄鹏指导的签
名照。”壹粉杨卫东也发来他的心愿情报，
希望疫情尽快过去，来济南和兄弟们一起
看山东鲁能泰山足球队的比赛。

球队捐137万元战疫
将尽全力满足相关心愿

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得知战疫一
线的“鲁蜜”还在支持着球队后，很是感动。

12日，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副总
经理兼领队王岚回复称，新赛季，鲁能将
免费邀请他们观看俱乐部主场的所有比
赛，在疫情结束后，他们与球队相关的一
些心愿也将尽全力逐一满足。

除此之外，鲁能也希望在这次的全国
战疫行动中出一份力。此前球队一直在外
集训，回到济南后，俱乐部教练和队员一
直心系疫情，隔离观察期结束后第一时间
发起了捐款活动。3月12日，俱乐部向山东
省慈善总会捐助137万元现款。

没想到会这么快实现
期待和球员们见面

心愿即将达成，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第一时间拨通了壹粉杨卫东的电话。
还在武汉前线的他得知心愿即将实现，十
分激动。“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们在这里一
切安好，一定不负大家期望，抗击疫情，使
命必达，这是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的责
任。等疫情过去，我们相约在球场尽情呐
喊，歌唱《橘红色的火焰》！”杨卫东说。

援助湖北时，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侯云峰特别穿了
一件带有鲁能标志的羽绒服。“我是医院
球队的领队，希望鲁能俱乐部能多和医院
的足球队进行切磋和交流。”侯云峰说。

山东第八批援助湖北医疗队成员张
继超说，没想到鲁能这么快就给出答复，满
足了他的愿望，还把愿望扩大到所有援助
武汉医务工作者群体。他非常感谢鲁能。

“感谢齐鲁壹点APP，让我找到
了那个属于我的小公主。我们已经见
了两次面了，彼此印象都特别好。”3
月11日，署名“等风也等你”的用户满
怀真情地给齐鲁壹点相亲会平台留
言，叙述自己在短短半个月内找到真
爱的经历。他在留言中表示，目前他
们已经开始规划未来的婚礼和生活。

27岁的“等风也等你”从事媒体
工作，2月27日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看到了壹点相亲会举办的消息。

“这次壹点相亲会采取网上形式，
随时随地可以相亲，又能保证私密性，
很适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认真
地注册了个人信息。随后，他开始刷屏，
寻找适合的女孩。

很快，网名
“单身汪”的女
孩引起了他的
注意，“她的信
息很真实，语言
很平实，一看就
是奔着相亲来
的。”

“等风也等
你”加了“单身
汪”的微信，私
下交流起来。开
始交流的内容
也就是泛泛的
个人爱好、社会
热点、学习经历
等等，直到有一
晚刮大风，他提
醒她关好门窗、
注意安全，贴心
的 话 让“ 单 身
汪”迅速打开了
心扉。“那天我
俩聊了一整夜，
基本都是秒回
状态。”

3月 4日上
午，“等风也等

你”赶到了“单身汪”所住小区，两人
在大院门口见了第一面，在车里一聊
就是近4个小时。

3月6日，恰逢女孩生日，“等风也
等你”定制了一个颇具创意的蛋糕，
专程送给了女孩。两人的距离一下子
拉近了，“我俩谈论的话题开始转向
爱情和婚姻。”

“只要心中有了对方，你就会留
意她的点点滴滴。”3月8日，女神节到
来，“等风也等你”又专门订了牛蛙和
糖醋里脊，安排外卖送给“单身汪”

“她喜欢旅游、美食，曾说最近想吃这
两样，所以我就记住了。”

一天后，单位复工，他欣喜若狂，因
为单位离女孩家很近。利用中午时间，
他约女孩又见了一面。

3月11日，“等风也等你”大胆地向
“单身汪”表明了心际，确定恋爱关系
后，两人计划过段时间，先去趟迪士
尼，圆女孩的公主梦。争取明年结婚，
到马尔代夫度蜜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朱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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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能泰山足球队捐赠137万元用于疫情防控。

希望能和球队队员合张影；要一张
李霄鹏指导的签名照；一起去看山东鲁
能泰山足球队的比赛……山东省支援湖
北医疗队的队员中，有许多都是山东鲁能
泰山足球队的球迷，他们通过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对此，鲁能俱乐
部积极回应称，将尽力满足他们的相关心
愿，还邀请在防疫一线的“鲁蜜”免费观
看本赛季俱乐部主场的所有比赛。

“海燕护士长、陈凯、小星，还有文玉，
鲜花我们收到了，我们很感动，也很温暖。
你们在前方很辛苦，一定要注意防护，我
们全科盼着你们早点凯旋。”12日上午，滨
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张金英收
下鲜花后，对着镜头向科室援助湖北的

“战友”表达感谢和关心。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发起了“如

你所愿”系列圆梦活动，帮助一线的医疗
队队员满足心愿。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支
援湖北的医务人员表示，大家都在为抗击
疫情默默奉献，身在滨州的同事们也非常
辛苦。他们在前线抗击疫情，离不开科室
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特意委托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向医院科室送上鲜花，表达
对他们的感谢。

山东省脐血库在得知医疗队队员的
心愿后，表示愿意为这个美好的心愿贡献
一份爱心。山东省脐血库滨州地区主任高
鹏分别向急诊重症、急诊科、呼吸内科、神
经外科、重症医学科、老年医学科、感染性
疾病科、皮肤性病科、肾内科等八个科室

送上鲜花和平安树，寓意平平安安。
高鹏说，非常感谢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为支援湖北医疗队员组织的这次圆梦
活动，作为爱心单位，山东省脐血库积极
参与了这次活动，很高兴能帮助滨医附院
在前方的医疗队员完成心愿，也希望医疗
队员保护好自己，平安归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峰

鲜花送“家人”
滨医附院前方医疗队员的心愿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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