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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技技师师学学院院召召开开22001155教教师师节节表表彰彰大大会会
4444名名教教师师获获表表彰彰

本报聊城9月9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通
讯员 梁凤波 ) 9日，聊城
市技师学院举办庆祝第31个
教师节表彰大会，对2014至
2015学年工作中，涌现出来
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
者和模范班主任进行表彰，
学院44名教师获表彰。

聊城市技师学院领导
班子成员，副科级以上干
部，受表彰教师，以及全体
专兼职教师和学生代表参
加了当天的表彰大会。大会
由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刘德云主持，学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纪光泽宣读表彰
决定，学院党委书记李友渔
等校领导为获奖教师颁奖，
李友渔做了重要讲话。

学院党委书记李友渔
在讲话中指出，在过去的一
个学年中，学院荣获国家示

范校等十余
项荣誉称号，
去年，学院有
115名教职工
获得省级表
彰，学院改革
发展取得丰
硕成果。

他说，国
运兴衰在于
教育，教育成败在于教师，
并鼓励全院教师们要做学
生的“信念之师”，帮助学生
筑梦、追梦、圆梦；要做学生
的“品行之师”，以高尚师
德、人格魅力和学识风范教
育感染学生；要做学生的

“学问之师”，教师要树立终
身学习观念，具备精深的专
业知识和广博的文化知识，
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
惑”；要做学生的“仁爱之
师”，以情感唤醒情感，以人

格影响人格，以灵魂塑造灵
魂，密切关心学生的每一步
成长，尽力解决学生每一个
困难，用真情实感温润学生
心灵，以实际行动展示教师
的崇高品德。

据悉，此次受表彰教
师中，有6名2015年度聊城
市优秀教师，1名聊城市优
秀教育工作者，13名院级
优秀教师 (含6名市级 )，14
名院级优秀教育工作者(含
1名市级)，17名院级模范班
主任。

阳谷安监“三措并举”促进安监工作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
高安监队伍思想道德素质。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提升全局干部职工干事创
业的能力。

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

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德、才、体”要全面发展，不
可偏废。局班子努力为大家
创造条件，使干部职工有时
间、有条件加强锻炼，提高
身体素质。

维护形象，树立正气。
教育干部职工要维护好单
位形象，杜绝无事生非、诬
告诽谤甚至挑拨离间等有
损单位形象的不良风气。

(张超)

大大桥桥镇镇卫卫生生院院：：

保保护护好好牙牙齿齿健健康康 享享受受幸幸福福生生活活

牙齿是人体重要器官，随着物
资生活水平的提升，只有具备一副
健康牙齿才能更好地享受到日益
充足的食物带来的幸福。但是如果
平时不注意口腔卫生和保护牙齿，
就会出现牙龈炎、牙周炎、牙齿疼
痛、出血、松动甚至脱落等，从而影
响身体健康。如何保护好牙齿，东
阿县大桥镇卫生院大夫在此向社
会支招：

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好习
惯。食物嵌塞牙缝后用牙线清理。
每半年或一年到医院做一次口腔
检查，洗牙一次，及早发现口腔病，
及时治疗，缺牙及时镶牙。去除不
良生活习惯，戒烟、酒，不吃过烫和
辛辣食物，以避免慢性不良刺激。
要节制甜食、甜饮料摄入，降低唾

液及龈沟液酸度，以减少龋齿发生
率。传统医学提倡早晚叩齿和按摩
牙龈，每天晨起或睡下后上下牙齿
轻轻对叩数十下，能促进牙体和牙
周组织血液循环，同时在洗脸时，
用食指上下旋转按摩牙龈，排除龈
沟及牙周袋分泌物，可改善牙龈内
血液循环，提高牙周组织抵抗力，
从而防止牙周病。

牙齿的康和饮食息息相关，如：
芹菜是天然牙刷，芹菜中含有大量
粗纤维，因为在咀嚼时，粗纤维通
过对牙面的机械性摩擦清洗，可擦
去黏附在牙齿表面细菌。洋葱含有
植物杀菌素，常吃洋葱可保护牙
齿，芥末里某种物质可抑制蛀牙变
形链球菌繁殖。

(王桂芬)

A 股市场持续巨幅震荡
中，新基金发行遭遇“寒潮”。
不过在相对低迷的市场上，保
本型产品受到投资者热捧。记
者从华安基金获悉，公司旗下
第三只保本基金华安新乐享保
本基金(001800)首募规模超30
亿元，这也让华安新乐享成为8

月以来成立的第二大基金。
WIND数据显示，8月份成

立的新基金平均发行份额仅
4 . 95亿份。据好买数据中心测
算，8月份新基金首募规模较
上月有较大回落，TOP10募集
资金较今年前7月月均规模下
跌逾九成，仅有 4只基金的首

募规模超过10亿份。在很多新
基金成立规模刚刚迈过2亿元
的成立门槛，还有多只产品延
长募集的情况下，华安新乐享
保本基金逆势热销，16个工作
日就募集超30亿元，成为当前
新基金发行中不多见的一抹
亮色。

新基金发行遇冷 华安新乐享保本逆势热销超30亿元

近期全球资本市场调整
剧烈，美洲、欧洲、亚太等主流
市场两周内最大跌幅都超过
了11%。对此，华夏、博时、平安
大华、富国等基金公司有关人
士表示，海外市场迎来配置时
点。在华夏基金国际投资部基
金经理陈永强看来，全球市场

经过短期的风险释放，配置投
向海外市场的QDII基金已正
当其时，科技、医疗、消费等板
块 出 现 布 局 良 机 。从 盈 利 预
期、海外股票估值、投资者风
险偏好和市场溢价考量，目前
海外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
场的投资价值凸显。分市场来

看，美国已进入经济复苏期，
科 技 创 新 发 展 ，优质公 司众
多，预计市场调整幅度有限，
美国的科技股迎来较好的介
入时机。欧洲市场仍处于量化
宽松阶段，经济逐步企稳，而
前期欧元的大幅贬值增强了
欧洲企业的竞争力。

华夏基金陈永强：全球化配置正当时

科技、医疗等迎布局良机

今今冬冬明明春春或或仍仍有有流流感感疫疫情情出出现现
专家：流感在家庭中的发病率高达30%-40%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罗占) 季节
交替，温差变化大，在注意添衣
保暖的同时，也有不少人患上了
发烧感冒。聊城市疾控专家表
示，流感在家庭中的发病率高达
30%-40%。专家预测，今冬明春仍
会出现一定范围内的流感疫情，
学校内的流感暴发尤其需要关
注。

“流感在家庭中的发病率高
达30%-40%，但大多数家庭对流
感 预 防 并 没 有 给 予 足 够 的重
视。”市疾控中心疾病控制所所
长张世英说，流感是传染性较强
的疾病，无论对于个人、家庭还
是社会都具有较大的危害，尤其
是对家庭中的孩子、老人和慢性
疾病患者。张世英介绍，流感病
毒分为甲、乙、丙三个类型。由于

甲型流感毒株常不断变异，很容
易引起大范围内暴发流行。专家
预测，今冬明春仍会出现一定范
围内的流感疫情，学校内的流感
暴发尤其需要关注。

记者了解到，注射流感疫苗
可以预防流行性感冒病毒，但不
能防止普通性感冒的发生，只能
起到缓解普通性感冒症状、缩短
感冒周期等作用。且即使注射了

流感疫苗也要在半个月之后才
能产生抗体，达到预防的目的。

专家表示，普通感冒的症
状比较轻，基本都是身体局部
不适，可以自愈。如果症状比较
轻，患者可以通过多喝水多休
息 或 者 吃 一 点 常 用 感 冒药治
愈，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就好了。
流感跟普通感冒不太一样，最
麻烦的是流感除了感冒症状以

外，还可能引起严重的并发症，
如脑炎、肺炎等，市民得了流感
最好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到
医院就医。另外，流感病毒的变
异性很大，流感疫苗虽然预防
效果明显，也不可能涵盖所有
病毒种类，所以市民即使注射
了流感疫苗 ，也要注意勤洗
手，多吃蔬菜增强抵抗力，预防
流感。

“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援助活动启动

符符合合条条件件的的患患者者最最高高补补助助22000000元元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田光建 ) 9
日，记者从东昌府区人民医院获
悉，“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
大型公益援助项目启动，符合条
件的患者最高可获得2000元专项
援助基金。

东昌府人民医院聊大院区
眼科负责人刘振豹介绍，医院特
邀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进行
白内障手术，前50名患者在农合
医保报销后每人最高可补助2000
元复明工程基金，具体手术日期
9月份，名额有限须提前3天预约。

记者了解到，中国健康促进
基金会与北京远程视界集团携
手发起“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
程”大型公益援助项目，为白内

障手术患者进行资助，东昌府人
民医院聊大院区作为该公益活
动指定实施医院，在全聊城市开
展“光明行”活动，白内障手术患
者最高可获得2000元专项援助基
金。

活动主题是对贫困白内障
患者实施复明手术，使符合手术
条件的贫困白内障患者得到及
时的手术治疗，提高贫困白内障
患者复明手术率，补助手术费
用，减轻其就医负担。

陈集乡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

东阿县陈集乡多措推进出
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力争将
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科学合
理比例。

陈集乡计生协不断加大宣
传力度，以实现计划生育宣传监
控全覆盖。该乡通过报纸、电视、
标语、会议等多形式宣传“两非”
社会危害，使两非社会危害家喻

户晓人人皆知。积极发动群众监
督和举报两非行为。全面落实帮
包责任制，加强孕情检测全程服
务，实行包保责任制。对持证已
怀孕育龄妇女，实行每月随访以
防孕情丢失，坚决防止两非行为
发生。实施部门联动并加大两非
案件查处力度。对两非案件一经
发现，严厉查处。 张慧

陈集乡开展四进村计生服务

东阿县陈集乡积极创新计生
工作服务思路，通过开展四进村
计生服务活动，构建和谐计生。

计划生育宣传培训进村。充
分发挥乡村计划生育阵地建设
优势，利用每季度三查有利时
机，组织计划生育人员开展义务
培训和咨询，对广大育龄群众进
行生殖健康保健知识培训学习和

人口计生政策、法规宣传；优质服
务进村。乡计生服务站工作人员
携带医疗器械深入村社农户，对
广大育龄妇女免费进行生殖健康
检查；关爱女孩成长进村。及时摸
清并掌握计生户女孩基本情况，
制定出关爱女孩成长方案，开展
关爱女孩行动。致富信息进村。
帮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 张慧

为 白
内 障 患 者
诊断病情。

阳谷安监狠抓纪律提升工作效率

阳谷县安监局狠抓队
伍纪律建设，突出安监工
作的严肃规范性，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加强职工的

“上下班准时，在岗专心”

的工作责任心。在全局积
极开展“十不准”、“五公
开”安监系统行风学习活
动。严格规范的纪律机制，
提高了安监工作人员的整

体素质，展现了安监系统
良好的精神风貌，也凸显
出了安监部门的“自强、科
学、创新、和谐”的部门形
象。 (张超)

“六个”坚持带动阳谷安监事业发展

今年以来阳谷县安监
局做好“六个”坚持，带动安
监事业发展。坚持学习培训
武装人，提高干部职工的综
合素质和工作能力；坚持建

章立制规范人，用健全的制
度管理规范干部职工工作行
为；坚持以监督检查促进人，
抓好政风行风建设；坚持以
整改问题提高人，对提出的

整改问题要虚心接受；坚持
以各种活动凝聚人，加强队
伍凝聚力和向心力；坚持以
优美的环境鼓舞人，推进安
监事业科学发展。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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