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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人民医院：

南院区打造无缝隙

医疗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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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强押运员证丢失，号
码：3703051030011026654，声明
作废。

T1-2中泉制釉丢失中国
财富陶瓷城租赁保证金、水电
周转金和电表押金收据两张，
票据号为6339954、6339953，声
明作废！

本报讯 张店区人民医院
南院区血透科为快速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创建优美血透环境，
自搬迁后成立医疗、护理小组，
将科室病人进行整合，实行“小
组包干制”，确保每个患者都有
主管医生、主管护士，做到治疗
有人管、护理有人做、宣教有人
讲，每位医生护士分管患者，做
到“8小时上班，24小时负责”。为
病人实施全面、全程、连续、动态
无缝隙医疗护理。

全程无缝隙优质服务,使患
者消除陌生感,倍添归属感。每
个透析区配备专用多功能治疗
车，治疗车上配备一般护理、治
疗全部用具，让责任护士有更充
足的时间在透析区为患者进行
护理，开展健康教育、心理疏导
等，通过沟通交流增进了护患医
患之间的信任，提高满意度,受
到患者普遍好评。（袭开锋）

日前，皇城二中把国学经典
教育列入校本课程，除课堂教学
外，还利用学生上学、放学、课间
等时间播放经典古诗词歌曲，让
学生们在古诗文的熏陶中砥砺
品行，愉悦身心。

（徐素云）

临淄区皇城二中：

国学助力学生成长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

举行校本培训会

日前，沂源县鲁村镇中心
小学召开第三届教代会，校长
作题为《放开手脚抓质量，一心
一意谋发展》的报告。(唐传江)

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六一
期间开展了“激情六一展现风
采”教师舞蹈展示活动。

(张宗叶)

近日，沂源县沂河源学校
学校成立了兼职义务消防员队
伍，并进行培训和实战演练。

(解文刚 李文华)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徐家
庄中心学校举行了夏季安全教
育活动。开展了防溺水、饮食、
防汛、防雷电等教育。(孙欣)

日前，沂源县南麻街道西
台小学加强对H7N9禽流感预
防知识的宣传，严格落实晨检
制度。 (吴本纯)

日前，张店区特殊教育中
心学校举行了以“特殊儿童感
觉统合训练”为主题的校本培训
会。围绕“感觉统合的定义、感觉
统合失调表现、感统评估级、感统
训练实操”四个部分，进行了详细
而专业的讲解与示范。 (于丽娜)

为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
精神和品格，在孩子的心中播
下传统文化的种子。日前，大张
学校一年级开展经典诵读展示
活动。老师们精心选择诵读内
容，同时加入生动的事例。

(田丽娜 李菲菲)

张店区大张学校：

开展经典诵读展示活动

临淄区王寨小学：

召开食品安全专题报告会

近日，金山镇王寨小学召
开了“食品安全教育”专题报告
会。金山工商所的所长以食品
安全与同学们的关系为切入
点，告诉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了解食品安全知识，增强食
品安全意识。 （王晓丽）

为增强学生对汉字书写的
兴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近
日，皇城二中小学部举行了“书
汉字之魂，韵汉字之美”书写大
赛。旨在推动学校书香校园的
建设。 (李丛丛)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举行汉字书写大赛

高青县高城镇中心小学：

感恩活动迎《父亲节》

父亲节来临之际，高城镇中
心小学组织“感恩孝行父亲节”
系列感恩教育活动。召开感恩主
题班会，制作“感恩卡”献祝福，
为家长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邵明国)

日前，马尚一中举行了“我
看世界”探究作品大赛。学生把
获得的文字、图画等资料，在规
定纸张上完成作品。旨在动员学
生参加社会实践，关注社会，形
成良好的人生观。 （孙梦君）

张店区马尚一中：

举行我看世界作品赛

临淄区敬仲中学：

开展悦读读书活动

日前，敬仲镇中学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营造悦
读氛围，引领读书风尚。在同学
中利用黑板报、书签制作、书香
小报、主题班会、分享读书感
悟，深化悦读的认识。（翟学磊）

近日，齐都中心小学举行
“3D梦，绘制童年的色彩”活动。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设计
出喜欢的礼物模型，再通过3D
打印机制作出模型，作为珍贵
的礼物赠给他人。（路丽娜）

临淄区齐都中心小学：

农村学生玩转3D打印

召开第三届教代会 激情六一 展现风采 义务消防员培训活动 夏季安全主题教育 抓好禽流感预防工作

为丰富学生的消防知识，提
高自救自护能力，日前，皇城一
中开展了消防知识宣传活动。对
之前开展的防火疏散演练、消防
知识手抄报展、灭火器的使用等
进行了总结，重点针对火灾逃生
方法进行了解读。 (李波)

为进一步增进家校联系,让
家长们走进课堂,落实家校共
育,近日，起凤中学开展了家长
开放日活动。各位家长除了参
观校园，了解教育教学常规之
外，还和孩子们一起上课、进餐、
参与大课间活动等。 (王慎)

日前，沂源县历山街道鲁
山路小学开展防洪防汛防溺水
专题教育。让同学深刻认识溺
水事故的严重后果。(吴树平)

为净化校园环境，近期，沂
源县河湖中学在常规卫生清理
的 基 础 上 组 织 了 卫 生 死 角

“查”、“清”活动。 （唐加清）

近日，沂源县妇幼保健院
人员到振兴路幼儿园进行健
康查体活动。孩子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有序接受检查。（李欣）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消防知识宣传活动

桓台县起凤中学：

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

开展防汛防溺水教育 共建美丽校园 健康查体活动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近日，房镇中心小学开展
“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学习防
溺水的安全教育知识，召开防溺
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发放防溺
水安全教育致家长的一封信，增
强学生的安全认识。 (张大鹏)

本报讯 为倡导健康生
活、发扬中国传统美食文化，6
月10日，由张店区房镇镇党委、
房镇镇人民政府主办，山东鲁
花集团淄博分公司、山东头等
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房镇
镇颐丰社区党总支、彩虹养老
院承办的“科技鲁花，国奖品
质，我是饺子王”公益活动，在
房镇镇颐丰社区举行。张店区
房镇镇党委组织委员丛海峰、
房镇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白芳、
山东鲁花集团商贸有限公司淄
博大区总经理盖霖林、山东头
等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路宗波、淄博市广场舞协会
会长杨春燕、张店区颐丰社区

居委会书记彭巧等出席活动。
活动以一支柔美动人的

《惊鸿一面》群体舞拉开帷幕,
50个参赛家庭带着自家的秘
密法宝一一亮相，参赛选手各
出奇招。比赛期间民间爱好者
还带来了京剧、太极等精彩节
目。比赛尾声时，一盘盘热腾
腾的饺子各有千秋，难坏了现
场的6位评委。最终经过几番
讨论评选出了“包得快”、“花
样多”、“味道好”三个项目的
冠军，丛海峰和盖霖林为冠军
颁发了荣誉证书并且发放了
丰厚的礼品。

囊括了“花样多”、“味道
好”两个奖项的冠军的苗馨大

姐说：“这可是我家祖传的配
方，大家最喜欢吃我包的饺子
了。今天来参加活动，不仅有礼

品拿，还可以加深美食文化的
传承与发扬，希望这样的活动
多举办一些！” (李延燕)

倡导健康生活，发扬中国传统美食文化，公益活动情暖颐丰社区

““科科技技鲁鲁花花，，国国奖奖品品质质，，我我是是饺饺子子王王””

“科技鲁花，国奖品质，我是饺子王”公益活动现场。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宋帅) 日前，记
者从山东高速淄博信息分中心
获悉，2017年6月15日12时至
2018年6月15日12时，G20青银
高速双向行驶的车辆无法转接
S29滨莱高速莱芜、博山方向。

2017年5月26日，淄博市
公安局与莱芜市公安局联合
发布《关于S29滨莱高速公路
淄博西至莱芜段改扩建工程
施工期间通行车辆限速限行
的通告》。为加强S29滨莱高速

公路淄博西至莱芜段改扩建
工程施工期间道路通行安全
管理，全力预防道路交通事
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淄博市公安局、莱芜市公
安局决定自2017年6月15日12
时至2018年6月15日12时，S29
滨莱高速公路由北往南淄博
西枢纽至莱芜枢纽段主线禁
止一切车辆通行。封闭施工期
间，桓台、淄博新区、淄川、博
山、和庄及苗山收费站莱芜方
向封闭。

山东高速淄博信息分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由于G20青银高
速双向行驶的车辆无法转S29
滨莱高速莱芜、博山方向，将影
响G20青银高速转接S29滨莱高
速莱芜、博山的行驶车辆。建议
青岛、烟台、威海、潍坊、东营地
区前往莱芜、博山的车辆绕行
G22青兰高速、G25长深高速；
济南及以西地区前往莱芜、博
山的车辆绕行G2001济南绕城
高速、G2京沪高速、G22青兰高
速；淄博城区、滨州地区前往莱

芜、博山方向的车辆绕行G205
国道。

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驾乘
人员能够及时到达目的地，山
东高速监控调度中心已要求，
济青高速信息部门在情报板添
加“因滨莱路施工，15日起青银
高速转滨莱高速莱芜方向匝道
临时关闭”；济青南线信息部门
在情报板添加“因滨莱路施工，
15日起滨莱路小型车限速80，
大型车限速70”，及时提醒驾乘
人员变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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