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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凡人善举显真情，好人好事暖人心

简讯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

对低保、低收入群体的住房
保障力度。今年廉租住房申
请工作已经完成，共有29户
家庭取得补贴资格，发放补
贴资金12万元。我市实施廉
租房货币化补贴以来，累计
发放补贴资金1 1 0万元，补
贴户数265户。

(综合科)
为进一步提高崖头城

区夜景亮化水平，美化城
市夜间景观，自2016年起对
崖头城市规划区内建 (构 )
筑物主体实施夜景亮化建
设，按规划要求建设并在
指定时间内启闭亮化工程
产生的运行电费，市财政
局设立专项资金给予适当
补贴。自实施电费补贴政
策以来，已累计投入约 9 5
万元。

(许俊宏)
近日，崂山街道大疃

村委启动了自来水管道改
造工程。此次自来水改造
项目惠及3 2 8户百姓，每户
安装费1 5 0元，全部由村委
出资。目前，大疃村村民每
家 每 户 的 自 来 水 都 已 接
通，村内所有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以及残疾人都已经
用上了方便的自来水。

(李佳阳)
12月15日上午，港西镇

政府组织召开“精致农家·
美丽庭院”工作部署会，对
前期各村的工作情况进行
归纳梳理，对标先进、查漏
补缺，对“美丽庭院“创建
工作再部署、再加压。充分
发挥“妇联+网格”相结合
的方式，不断巩固创建成
果，让“美丽庭院”创建再
出新亮点、新成效。各村还
开展了日常巡查、发放“美
丽庭院”创建工作明白纸、
张贴美丽家庭示范户门牌

等各项工作，组织村内巾
帼志愿者到示范户及建档
立卡贫困户家中进行卫生
清洁活动，充分调动村里
的积极性，群策群力，真正
做到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刘莉荣)
为切实消除辖区安全

生产隐患，预防一氧化碳
中毒及燃气安全事故的发
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日前，崂山街道邀
请燃气安全专家对辖区内
餐饮场所和燃气使用单位
开 展 了 燃 气 安 全 隐 患 排
查。本次行动共检查餐饮
场所和燃气使用单位100多
家，对前期发现问题的单
位一并进行了复查。下一
步，崂山街道将进一步加
强安全用气宣传、持续进
行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改。

(周广庆)

为了传承太极文化，
组织太极文化交流，让居
民更好地了解太极文化、
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蜊
江社区党委组东方龙太极
队参加了“2020年太极缘拳
友迎新年联谊会”活动。活
动为太极拳爱好者搭建了
一个精彩的交流平台，让
他们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太
极拳的魅力，为进一步弘
扬太极、传播健康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孙宁宁)
12月22日上午，南山社

区党委组织党员志愿者共
计 3 0余人开展了以“党建
引领、家园共建”为主题的
志愿服务活动。一名党员，
一面旗帜，在党员的引领
下，南山社区掀起了“争做
先 锋 模 范 共 创 福 美 南
山”的高潮。

(于志强)

公交车是一个城市移动的风
景，也是展示文明的窗口。近日，
荣成公交好人好事也是层出不
穷，兢兢业业的公交人用实际行
动将崇德、向善、向上的正能量传
递给社会，展示了他们高尚的人
格魅力和道德情操。

12月15日上午8点40分，石岛
公交驾驶员盛洁琳驾驶着303路公

交车在石岛新车站发车。8点45分，
车辆报站“前方到站双利集团，有
下车的乘客请往后门走”。刚转过
弯，盛洁琳发现前方反向车道有
一辆三轮车侧翻在了路边，三轮
车驾驶员正在努力地推着侧翻的
三轮车，周围也无人上前帮忙。无
需多想，盛洁琳把车安全的停靠
在了站点，安抚好乘客后，便急忙

下车帮助三轮车驾驶员把侧翻的
三轮车扶正，并询问三轮车驾驶
员有无大碍，得知并无大碍后就
默默地回到了工作岗位。

12月17日上午8点42分，石岛
公交354路驾驶员肖大伟驾驶车
辆途径上庄医院时，发现反向车
道的路边冒起了阵阵黑烟，周围
人烟稀少，并无人察觉，驶近事

发地发现垃圾箱着火了。说时迟
那时快，肖大伟急忙把车安全停
靠在站点，安抚好车内乘客后，
拿起灭火器便冲向着火的垃圾
桶。按照公司平时公司培训的步
骤打开灭火器，对准着火的垃圾
桶按下压把，扑灭火焰后他悄悄
然的回到了工作岗位。事后车队
询问时，肖大伟说道，这种事不

管是谁遇见了都不能袖手旁观，
举手之劳罢了，真的没什么。公
司定期举行消防安全知识相关
培训及消防安全演练，作为一名
公交车驾驶员，遇到这种情况，
主动出手相助也是应该的，不然
人人都不管，不仅公共设施遭到
破坏，环境也会遭到破坏，人们
也会受到损失。 (荣宣)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荣成医院揭牌
本报荣成12月23日讯(通讯员

邹英姿) 12月18日，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附属荣成医院揭牌仪式在荣成
市人民医院举行。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副校长彭春雷，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医学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张西
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实践教学部
副主任王目君，荣成市委常委、市政
府副市长黄丹，荣成市卫健局党组
书记、局长连立峰，荣成市人民医院
院长郭光远，荣成市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吕红权出席揭牌仪式。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副校长彭春
雷，荣成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黄
丹，荣成市人民医院院长郭光远致
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实践教学部
副主任王目君宣读《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关于新增非隶属附属医院的通
知》；荣成市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
连立峰主持会议。荣成市人民医院
医共体成员单位负责人、荣成市人
民医院中层干部共100余人参加仪
式。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副校长彭春
雷在致辞中介绍了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的组建历程、基本情况、师资力量，
及科研教学工作在国内、省内的排名
情况；转达了省委省政府对学校高质
量发展给予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
他表示，院校双方合作由来已久，取
得了丰硕成果，此次揭牌是一个新的
起点，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将在各级领
导的关怀与支持下，充分整合资源优
势，不断推进荣成市人民医院教学基
地建设，全面提升医院教学质量和重
点学科发展，共同为山东人民提供更
好的健康和医疗服务。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实践教学部
副主任王目君宣读《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关于新增非隶属附属医院的通
知》，公布新增17家非隶属附属医院
名单，并对附属医院科研项目申报、
科研论文发表、专利申请的署名等
事项加以说明。

荣成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黄丹对此次合作表示祝贺，对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的综合实力和品牌影
响力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荣成市
人民医院近年来在医疗服务、学科
建设、科研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取
得了突出成绩。综合病房楼投入使
用后，配备了一大批国际国内先进
设备，打造了心内科、检验科等11个
县级以上重点专科，胸痛中心、健康
管理中心先后荣获国家级荣誉称
号。此次合作，标志着荣成市人民医
院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将在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上加强合
作，实现共同发展。他希望，院校双
方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尽快在科研
教学和临床医疗等方面实现融合发
展，在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方面做
出更大贡献。

荣成市人民医院院长郭光远对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教授的到来表
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说，
此次揭牌仪式是全院干部职工期盼
已久的大事、喜事，是医院发展历程
中的一个里程碑；医院将依托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的教学、科研优势，全
力支持和做好大学本科教育，保质
保量完成各项教学任务，进一步带
动医院整体水平的提高，为努力提
升荣成人民的健康水平，继续做出
更大贡献。

揭牌仪式结束后，彭春雷副校
长一行在郭光远院长、吕红权书记
的陪同下，参观了医院妇产科门诊、

儿科病区、妇科病区、一体化产房、
病友服务管理中心，并实地考察了
医院教学大楼。彭春雷副校长对医
院硬件设施建设、教学管理等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并就日后双方如何
深入展开密切合作提出宝贵意见，
希望院校双方高效率实现资源共
享、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不断为社
会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时光静谧无声，一路匆匆过，我们
迎来了2019年最后的一个节气——— 冬
至。

尽管天气寒冷而且下起了小雨，
但志愿者的热情不减，社区的于大姐
志愿服务队和爱心北斗星公益团队早
早来到日间照料中心和老党员家中，
为老人包饺子，收拾家务，陪老人聊
天，听他们讲冬至的故事，为他们送上
贴心的温暖。

饺子在中国象征着团圆美满，寒
冬已至，且待春归。包饺子、吃饺子，那
一幅幅温馨的画面，定格留影，储存成
了冬至永久难忘的记忆。社区开展的
包饺子送温情活动不仅让大家感受到
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也弘扬了团结、
友爱、互助、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

(蓝颜颜)

冬至,幸福的饺子

格外香······

简讯
在12月14日召开的2019中国医

院院长论坛上，荣成市人民医院党
委委员、普外一科主任李志壮被授
予“2019年度群众满意的医务工作
者”荣誉称号。这是李志壮主任今年
获得的第二个国家级荣誉！11月23
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抗癌协会第十
届胆道肿瘤大会上，李志壮主任的
手术视频荣获“抗癌金刀杯手术视
频大赛”三等奖，充分展现了其高超

的手术技术和扎实的专业实力。
(李煜)

为确保全年安全生产工作圆满
收官，荣成市人民医院积极按照《关
于切实做好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岁末
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
求，全面做好医院安全生产工作。12
月14日，医院党委书记吕红权，党委
委员、副院长李新成带领总务科、保
卫科等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对安

全生产重点部门、重点区域进行全
面排查。

近年来，荣成市人民医院通过
健全组织、规范制度、明确责任等
举措，系统化、标准化推进安全生
产工作，并形成安全管理长效机
制，有效预防和杜绝各类安全生产
事故的发生，努力创建安全和谐的
医院环境。

(邹英姿)

都知道雾霾不好，但是我发现在
恍若仙境的大街小巷中，戴口罩防护
的人并不是很多，戴能够有效防护雾
霾的口罩的人就更少了。多数人是一
边控诉着雾霾的不好，一边用生命与
雾霾做着各种亲密接触……

但是，您知道雾霾的真实危害
吗？雾霾可以引起多种疾病，这是英
国的一项拿健康成年人做小白鼠的
研究，结果发现吸雾霾2～6小时，就
可以使即时血栓形成增加 24%，血
小板与中性粒细胞聚合物增加

52%，血小板与单核细胞聚合物增加
30%。

也就是说您就出去买菜的时间
吸几口霾，您体内的血小板已经被激
活，血栓形成已经增加了，当然我们
机体是有自身防御和溶解血栓的机
制的，但是一旦没有及时代偿，您就
会发生脑梗，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吧。

还有研究表明，短时间吸霾，可
以导致持续性的内皮细胞破坏，使血
管收缩，升高血压！

(闫蕾蕾)

吸一天雾霾就可能导致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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