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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区纪委向文登区妇幼保健院捐赠党纪教育图书
本报文登7月14日讯(通讯员 朱

霖) 为全面推进机关党建工作，培养
党员领导干部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
不断提高基层党支部建设水平，7月10
日下午，文登区纪委将精心选购的党
员党纪教育图书《漫说“六项纪律”》送
到了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各党员手中。

这本书以生动的漫画、鲜活的案
例，通过漫画的形式，直观、形象地呈
现“六项纪律”的具体规定和表现形

式，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
行党规党纪教育和警示教育的生动教
材。在捐赠仪式上，区纪委常委牛立勇
对近年来文登区妇幼保健院的党建工
作表示了充分肯定，希望通过这次捐
赠活动，能够进一步鼓励引导医院各
支部多读书，补足精神之钙，进而促进
党员领导干部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
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实践，更
好地开展党建工作。

捐赠仪式后，获赠图书被一一分
发给到在场党员手中。要求各党支部
组织党员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认真
学习党纪知识，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业
务能力。同时，严格落实党建工作制
度，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始终把医院
业务与党建紧密结合在一起，逐渐形
成业务工作与党建工作同推进、同落
实的良好局面。

葛家中心卫生院三伏贴预约开始了
本报文登7月14日讯(通讯员

初强) “三伏贴”，源自于清
朝，又名天灸，特取每年初、中、
末伏第一天在人体的相应穴位
上进行药物敷贴，以鼓舞正气，
驱散体内阴寒，调节脏腑功能，
恢复机体阴阳平衡，增加抗病能
力，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为满足广大群众养生、治病、调
理身体的切实需求，葛家中心卫
生院中医科，三伏贴如约而至。

三伏贴是指在农历 “初
伏”“中伏”“末伏”的时令里，运
用中医理论在特定穴位上进行
中药贴敷以治疗疾病的方法，

“三伏天”是一年里阳气最盛的

时节，有效利用这个时间进行三
伏贴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机。

三伏贴有很好的祛病作用，
特别是对虚寒性疾病，例如慢性
咽炎、鼻炎、哮喘、咳嗽、反复感
冒、风湿疾病等。因为三伏天时
节气候炎热，此时人体内阳气旺
盛，若配合三伏贴中药物对特定
穴位产生的局部热性刺激等，能
够很好的发挥助阳驱寒、扶正祛
邪、祛除冬病病根的作用。

三伏贴还能够帮助激发体
内的阳气，从而避免冬天体内阳
气不足被寒气所伤；可疏经通
络、调气理血、宽胸理气、健脾和
胃、鼓舞阳气，调节人体的肺脾

功能，强化身体的抗病能力。
贴敷时间：初伏：7月 1 6

日——— 2020年7月25日；中伏：7
月26日——— 2020年8月4日；伏中
加强：8月5日——— 2020年8月14
日；末伏：8月15日——— 2020年8
月24日。

三伏贴适合两岁以上儿童
及成人，每次贴敷时间成人4~6
小时，儿童1~4小时，以中度灼热
感为度。连续贴敷3年为一个疗
程，可多疗程治疗。

贴敷、咨询及预约地点 :葛
家中心卫生院国医堂

预约电话：王艳丽主任
13255665723

健康体检呵护幼儿成长
本报文登7月14日讯(通讯

员 刘文君) 日前，文登区妇
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来到天福
街道中心幼儿园为幼儿进行了
一年一度的健康体检。

此次体检主要是对幼儿身
高、体重、视力、心肺听诊、血红
蛋白值、龋齿等方面进行常规
健康检查，基本涵盖幼儿生长
发育的全部重要指标。体检现
场，老师有序地带领孩子进行
各项检查，用鼓励、表扬的方式
给予幼儿心理疏导，积极营造
一个轻松的检查氛围，特别在
血常规检查中，大班的宝宝都
表现的非常勇敢，并相互鼓励
着。在体检过程中，医生护士们

分工明确，非常友爱，整个过程
井然有序，顺利完成了幼儿的
体检工作。体检结束后，医护人
员会对幼儿的各项指标进行综
合健康评价。

每年一次的幼儿体检已成
为天福街道中心幼儿园卫生保
健工作的一项常规内容。一年
一度的幼儿体检，不仅可以及
时了解幼儿的生长发育及身体
状况，对孩子的疾病做到早发
现早治疗，同时也提高了幼儿
爱护自己身体的意识，让幼儿
园及家长对幼儿的身体健康情
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为幼
儿的健康、快乐成长提供了依
据。

文登区宋村中心卫生院

组织观看先进事迹演讲视频
本报文登7月14日讯(通讯员

杨卫) 近日，文登区宋村中
心卫生院组织了一次意义不凡
的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组织全体
职工观看、学习文登区医务人员
先进事迹，激发全体职工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和热情。

文登区人民医院神经呼吸
内科副主任吕院华、心理一科护
士田翠翠作为英雄代表，用朴实
而生动的语言，从医疗、护理、党
建等方面多角度、立体式地展现

了她们奋战在抗疫一线时的所

见、所闻、所思、所感，再现了一

个又一个生动而感人的工作场

景，深刻展现了医护人员、共产

党员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

刻，逆行而上，临危不惧、大爱无

疆的风采，以及全国人民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决心，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了

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先锋模范作用。

榜样催人奋进,使命呼唤担

当。医疗战线的优秀共产党员战

“疫”当先锋的精神，深深触动着

宋村中心卫生院每一位医务人

员的初心，激发了他们对标对表

找差距、苦干实干勇担当的坚定

决心，汇聚了用行动践行初心使

命、以奉献诠释责任担当的强大

合力。

高村小学开展“党建+诚信”系列活动
本报文登7月14日讯(通讯员 邱海毅)为丰富校园活动内容，近

日，高村小学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扎实开展以“党建引领，诚
信入校”为主题的“党建+诚信”系列教育活动。

学校按照上级要求，结合党建特色学校及诚信校园建设的要
求，制订“党建+诚信”主题活动实施方案，将强化诚信学校建设，同
校园党建工作以及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开展诚信
教育。各班以“诚信”为切入点，通过组织讲诚信故事、分享诚信名言
等多种方式，精心组织主题班会，并进行诚信集体宣誓活动。此外还
通过背诵诚信格言、创作手抄报、进行诚信之星评选、举办主题演讲
比赛、知识竞赛及“诚信之星”评选等活动，形成重信誉、守信用、讲
信义的良好风尚，努力使诚信建设的要求融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之
中。

这一活动的成功开展，使得诚信教育在高村小学入眼入脑入
心，明诚信、学诚信、讲诚信、践诚信、奖诚信的良好风气成为主导，
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中医穴位贴敷疗法惠民利民
本报文登7月14日讯 (通讯

员 赵照) 中药穴位贴敷是一
种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采用中
药制剂通过皮肤的渗透吸收，进
入病变部位，达到治疗目的，是
一种方便、安全、经济、高效的治
疗方法。

中医贴敷疗法在外、骨伤、
皮肤、五官、肛肠等科疾病的治
疗方面颇具特色，对儿、妇、内科
疾病也有显著疗效。对老幼虚弱
之体，攻补难施之时，或不肯吃
药之人，不能服药之症，尤有诸
多优点。

中药穴位贴敷之所以能够
起效，主要的原因是药物可以通
过人体的经络系统直达病灶，发

挥治疗作用，具有效果好副作用
少的特点。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全科医疗科王大飞主任，参加
工作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临床
一线工作，致力于基层诊疗服务
和卫生保健工作，精通于中药穴
位贴敷的研究，每日门诊贴敷量
达到百余贴，主治发热、咳嗽和
调理脾胃，且贴敷治疗效果显
著。

此外，贴敷技术具有创伤
小，操作方便等优点，可以解决
口服给药和静脉给药带来的弊
端，为小儿患者带来了福音，对
老年病、慢性病调理也有良好的
效果。

贴敷治疗时间为6-8小时，

儿童为4-6小时，忌烟酒、辛辣、
寒凉、海鲜等刺激性食物，以免
影响药效。

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
于天福路63号，是一所集基本医
疗和公共卫生为一体的公立医
疗机构，为辖区内常住人口提供
全科医疗、中医康复理疗、预防
接种、健康教育、妇女儿童保健、
学生及老年人查体、慢性病管理
等服务项目。我们竭诚为您提供
专业的健康咨询，为您的生命健
康保驾护航！

咨询电话：
全科门诊 0631-8456551
国医堂 0631-8457552
公共卫生科 0631-8935535

井“言”有序“话”文明

共创文明城，我们在行动。连日来，文登区龙泽实验幼儿
园的教师志愿者们手持彩绘工具，将道德礼仪与艺术美感巧
妙融合，使“文明之花”在小小井盖上绽放，让周边市民感受到
城市文明无处不在。

通讯员 王岩岩 摄影报道

山东禾源牧业有限公司泽头小埠村

规模化养鸡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特发布以下公告：
一、项目名称：山东禾源牧业有限公司泽头小埠村规模化养

鸡项目
二、项目简介：山东禾源牧业有限公司泽头小埠村规模化养

鸡项目位于威海市文登区泽头镇小埠村西北，用地面积32158㎡，
建筑面积14389㎡，主要建设内容有：9个鸡舍、办公生活区及厂区
绿化等配套设施建设，存栏量27万只。

三、查阅拟建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方式及期限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山东禾源牧业有限公司泽头小埠村

规模化养鸡项目(征求意见稿)》，为使本项目建设地点周边3km
范围内可能受影响的居民更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公告，欢
迎广大居民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

公众可登陆weihairxhb@163 .com(密码：Rxhb888)下载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意见表》，或到山东禾源牧业有限公司和威海瑞祥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所在地址获取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
质版，自本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山东禾源牧业有限公司
和威海瑞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
见表》，提交方式为信函、电话、发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山东禾源牧业有限公司
地址：威海市文登区泽头镇凤凰路38号
联系人：孙总 联系电话：13841158538
五、承担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介绍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威海瑞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林路-62号104
联系人：黄总 联系电话：18663115566

山东禾源牧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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