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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平平路路社社区区有有了了““义义务务理理发发馆馆””
特邀社区理发师，免费为老人理发

山大路社区>>

“法庭影院”进社区，居民看电影学法

3月19日，历下法院“法庭影
院”走进山大路社区，历下法院
的刘岩院长就如何远离非法集
资做了深入剖析，为社区居民们
详细讲解了如何辨别非法集资，
用“四个不”生动形象地教会居
民们增强防范意识、拒绝高回报
诱惑、远离借贷陷阱。

居民们认真观看了普法影
片，感到获益匪浅，一致认为这
类的活动多多益善，增长了大家
法律常识的同时，更是提高了人
们的自我防范意识，有效保护了
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周
虹)

免免费费孕孕前前检检查查开开始始啦啦
本报讯 (记者 崔岩 )

2015年，历下区为本辖区的户
籍人口、属地单位职工和流动
人口提供一次(每孩次)免费的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咱们
文东街道辖区的夫妻双方只需
带身份证到街道计生科进行登
记，预约时间，即可到历下区计
生服务站免费查体。

据介绍，街道负责审核、汇

总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计划怀孕
夫妇名单，确认辖区内免费服
务对象，发放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家庭档案。

免费孕前优生项目服务对
象包括辖区内符合计划生育政
策、计划怀孕的育龄夫妇，包括
辖区内流动人口中符合计划生
育政策、计划怀孕的育龄夫妇。

服务项目为计划怀孕夫妇

提供优生健康教育、体格检查、
临床实验室检查、风险评估、咨
询指导等19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服务。其中医学检查内容14
项，包括实验室检查9项、病毒
筛查4项、影像学检查1项。

需要注意的是，四种情况
禁止查体：1、已经怀孕；2、月经
期间；3、剖宫产不足两年；4、6
个月内暂无怀孕计划人员。

本报讯 (记者 崔岩 通
讯员 王全凤 ) 还在为到哪
里剪头发而苦恼吗？还在为剪
什么发型而惆怅吗？来这里吧！
和平路社区居委会“青春·伴
老”青年志愿者扶老社会工作
服务项目“义剪缘”义务理发服
务队成立啦。

3月27日，和平路社区居
委会内，青年志愿者服务站
开 展 了 第 一 次 义 务 理 发 活

动。第一次就为社区里3位老
人理发，伴随着咔咔的剪刀
声，本有些凌乱的头发变得
服服帖帖，整齐利落，老人们
满意地点头，并不时与理发
师愉快地交谈，说下次要叫
上自己的伙伴一起来。

据介绍，“义剪缘”服务
队由社区两位热心的阿姨和
两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特
邀了社区资深理发师，能剪

能烫还能染，将于每周五下
午两点到四点在和平路社区
青年志愿者服务站免费为社
区六十岁以上老年朋友们理
发。

此外，服务小队还可以为
不方便出门的老年朋友提供上
门理发，欢迎辖区老年朋友们
预 约 哦 ，预 约 电 话 0 5 3 1 -
85871275，联系人社工小王、小
玄。

科院路社区举办睡眠健康义诊

专专家家进进社社区区，，说说说说睡睡眠眠故故事事
本报讯 (记者 崔岩 通

讯员 成振洲 ) 3月21日是
“世界睡眠日”，科院路社区联
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睡眠医学
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山东
省精神卫生中心主办了“健康
从睡眠开始”大型公益义诊和
科普宣传活动。

“睡眠健康关系着每个人
的身体健康，通过今天的讲座，
我了解到了不少有关睡眠的知
识。”居民张阿姨说，希望社区
以后多多举办和老年人有关的
讲座。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专家介
绍说，临床上认为最科学的睡
眠时间是晚上10点(最晚不要
超过11点)至早晨6-7点。然而，
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电子产
品的普及，人们的睡眠时间及
质量受到影响，失眠、健忘、白
天嗜睡、夜间通宵不眠等已经
成为不少人生活的常态。睡眠
影响着心理健康，失眠的人群
中，约有六成伴有抑郁、心境恶
劣等不良情绪。此外不良生活
习惯也容易引起睡眠障碍，例
如上床后看手机，这样极不利
于进入睡眠，久而久之就造成
了失眠。

活动现场，从事于睡眠有
关方面的精神科、内科、中医
科、等各科室专家为广大群众
进行义诊、咨询以及睡眠科普
知识等宣传活动。医护人员为
大家免费测量血糖、血压，对于
患有失眠的居民，医生按照情
况不同给予指导就医，现场给
予饮食、用药治疗上的意见和
建议，并讲解睡眠与精神的压
力来源及有关疾病的危害及防

治，提高群众对睡眠类疾病的
认识，同时，还为前来咨询的居
民讲解日常保健和疾病预防知
识，发放健康科普宣传资料。

据了解，社区义诊活动
方便了周围群众在家门口看
病就医，让居民享受免费的
医疗与服务，提高社区居民
的健康知识水平，增强居民
的健康保护意识，受到居民
的一致好评。

“健康从睡眠开始”大型公益义诊在千医举行。

3月27日，第一次为社区老人理发。

文东街道办事处>>

更新辖区单位名录库

近日，文东街道开展了更新
名录库工作。据介绍，其目的是
利用普查资料，更新名录库中已
有单位信息、补充新增单位、剔
除销往单位，并对各类单位分类
标记，利用三经普取得的证照信
息更新名录库，实现通过名录库
可直接、准确地查看单位证照信
息的功能。

办事处统计站为确保圆满
完成此项任务，严格落实上级要

求，做好数据整理、信息核、汇总
录入等工作；与企业工作人员加
强沟通，做好数据收集、填报工
作；从严把关，统计站对收集、填
报的数据进行认真审核把头，确
保了基本单位名录库的数据质
量。通过以上措施，办事处统计
站利用三经普数据更新名录库
工作已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韩
洋洋)

中创开元山庄>>

吴玉明调研侨情普查

3月19日上午，山东省侨联
副主席、济南市侨联主席吴玉
明在历下区侨联副主席朱雪
婷、文东街道党工委书记殷宝
钦陪同下到中创开元山庄社
区调研侨情普查工作。中创开
元山庄社区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光丽介绍了社区为侨服务
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共同讨论

了社区侨情普查工作的新方
法和新思路。

通过这次调研，为社区下一
步更扎实、更富实效地开展侨情
普查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进一
步深入为侨服务奠定了良好的
工作基础。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贾
媛媛)

羊头峪社区>>

科普大学开课了

阳春三月，羊头峪迎来了社
区科普课堂，开学第一课，是王
少筠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剪纸课
堂。

王老师从剪纸的渊源讲起，
使大家了解到剪纸已走过了三
千多年风雨。对民间传统艺术有
了更深的了解和兴趣。王老师又

从专业的角度细致讲解了剪纸
的种类、方法、需要的材料、工
具。大家认真地学习，了解了剪
纸的基本技能技巧，并进行了剪

“福”的热身练习。本次剪纸课堂
共四课时，第一课时以理论为
主，后三节课将进入实战课堂。

(记者 崔岩 侯蓉)

和平路社区>>

老少同乐，情系中国结

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
文化娱乐生活，3月 6日下午，
和平路社区社工联合社区图
书馆组织了“老少同堂乐，情
系中国结”手工编织活动。

活动开始一周前，社工就
提前在网上学习编织四道盘
长中国结，并提前买好编制中
国结用的绳子穗头和花针，手
工小活动如约在图书角开展。

教学过程以社工在前面
教辅助以写有步骤的解说纸，
十几分钟后，中国结的雏形出
现了，学员们看到自己的成果
都非常高兴，迫不及待完成最
后一步“抽拉线”。

社工告诉大家，下一步最

关键，抽不好就不好看甚至都
不成形了，找到上边的线头，
顺着线留耳朵，紧致……跟着
老师的节奏大家基本上都学
会了编制中国结。活动临近结
尾几位孩子和老人不停地问
社 工“ 下 次 什 么 时 候 办 活 动
啊，我还想来学……”

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既丰富了社区老年人的文娱
活动又锻炼了动手动脑能力，
学到了一技之长，老人和孩子
们高兴地拿着自己的作品合
照，希望社区多办一些类似的
活动。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王全凤)

街道联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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