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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登登荣荣膺膺““全全国国门门球球之之乡乡””
本报文登10月31日讯 (实

习记者 胡雪琳 通讯员
李令彬 ) 1 0月2 6日，为期4
天的2017年中国门球冠军赛
总决赛在葛家镇昆嵛健康养
生园门球基地拉开帷幕，来
自全国各地的1 0 0多支队伍
近 1 0 0 0 名运动员将参加比
赛 ，开 幕 仪 式 上 ，文 登 获 授

“全国门球之乡”牌匾，成为
全国7个“全国门球之乡”之
一。

文 登 门 球 运 动 起 步 较

早。上世纪80年代初，文登区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
建设了第一块门球场地，组
建了 7名退休干部为队员的
第一支门球队。随着人们对
门球运动认识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人参与到门球运动中
来，到1992年底，文登已建成
干休所、军休所等门球场地5
块，拥有1 2支门球队8 0多名
队员，奠定了文登门球运动
的基础。

为加快发展门球运动，

文登把培养优秀教练员、裁
判员和高水平球员队伍作为
发展门球运动的日常重要工
作。除组织参加省级、市级各
类培训外，还采取普及培训、
专 项 培 训 和 以 赛 代 训 等 形
式，提升教练员、运动员和裁
判员的水平，先后培养三级
以上门球教练员6 6人、裁判
员8 7人，奠定了门球运动发
展的人才基础。同时，强化门
球组织网络建设，2015年7月
指 导 成 立 了 文 登 区 门 球 协

会，广泛团结门球爱好者，积
极开展门球进乡镇等活动，
深入推广门球养生文化，带
动了更多人参与到门球运动
中来。目前全区经常参加门
球运动的有3 0 0 0多人，进一
步夯实了门球运动的群众基
础，门球运动正成为老中青
少四代喜爱的运动项目。

承办高端赛事是提升门
球技战术水平的有效途径。文
登通过争取办赛、联合办赛等
形式，吸引高端赛事落户文

登。近年来，承办了全国少儿
门球赛、中国门球公开赛、全
国老年人门球比赛等省级以
上门球赛事9次，累计接待参
赛队伍360多支、运动员3400
多名，实现办赛规模、办赛水
平全面提升，加强了与各地门
球协会组织、门球爱好者的联
系和交流。比赛期间，还开展
了“门球养生文化大讲堂”等
活动，让参赛选手领略了文登
门球文化的独具魅力，提高了
文登对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交交运运安安监监平平台台开开始始试试运运行行

汽修企业利用安全监管平台移动终端，做好企业自查自纠工
作。通讯员 牛燕华 摄

兆兆和和学学府府名名师师书书画画艺艺术术品品鉴鉴会会盛盛大大举举办办
杨思雨

10月25日上午，位于文登
区环山路79号的兆和学府营销
中心内高朋满座，一曲悠扬的
琴声，一室纸墨的香气，徐豪、
乙林、于明、唐书安、张国辉等
五大书画名家齐聚于此，现场
挥毫泼墨，一场高规格的书画
艺术品鉴会盛大举办，为业主
们带去了一场书画艺术的饕餮
盛宴。

徐豪、乙林、张国辉三位书
画家着重作画，于明、唐国安两
位则对立在案前挥笔写下两幅
刚劲挺拔的横幅———“满眼风
光北固楼”“厚德载物”。和着古
琴曲，书画大家们在案前忙碌、
调墨的的身影共同组成了一幅
充满书香画韵的场景，挥毫泼
墨之际，原本正在看房的客户
们也围于案旁，唯美的画作惹
来众人阵阵赞叹。不少业主纷
纷掏出手机，对着书画家们现
场创作的作品拍照留念。

客户于先生平时就酷爱水
墨画，经同事介绍来到现场，与
刚画完水墨画的的老师交流，
聆听他们的创作经验，与名家
一起感悟书画的魅力，经过一
番介绍，喜悦与赞赏之情显露
无疑。兆和学府项目相关负责
人荣经理介绍，现场所有书画
家的作品都将免费赠送给现场
成交的客户们。下午1时，十几
幅美作新鲜出炉，现场的业主
和书画爱好者共同品鉴，合影
留念。

书画艺术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兆和学府来
说，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建筑，
还要将丰富的文化和建筑融
合，把品质放在每一处细节之
中，让人们找回心中的温暖与
宁静，打造具有人文品质的小
区。兆和学府东临环山小学，西
临文登第二中学，对面就是文
登区重点小学文登第二实验小

学，距离文登实验幼儿园仅300
米，高端的品质和定位吸引了
众多购房者的喜爱。

社区1-4层为商业商用模
式，采用招商模式，规划为写字
楼、酒店、商场和超市等业态，集
吃穿住为一体的高端社区，极大
地丰富业主的生活，让您不出门
即可享受一切便利生活。

兆和学府首创1500平米的
超大露台空中花园，将社区的
景观搬到了楼顶。配合上细致
贴心的物业服务和高科技24小
时电子巡逻、360度无死角覆盖
的监控系统，楼宇管家以及为
老年住户贴心准备的老人管
家，为老人测量血压、买药等一
系列服务，让业主享受全天候
的安全保障，让业主买的放心，
住得安心。

兆和学府户型多变，满足
不同需求。阳台，露台等设计让
人们对居住生活产生了美好的

遐想，社区的全部户型赠送阳
台，性价比极高，同样的面积更
加的省钱，这也是很多客户来
到兆和华府购房的主要原因。
兆和学府户型通透明亮，注重
实用性，追求变化和创新，更加

符合北方人的居住习惯。更推
出定制化装修设计，省去了业
主亲自装修的繁琐。大师级的
定制化水准，让普通的两居室
秒变温馨的家庭三房，让客户
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画家们正在创作。

本报文登10月31日讯(实习
记者 胡雪琳 通讯员 牛
燕华) 为进一步提升全区交
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标准化、
规范化、痕迹化水平，交通部
门于今年上半年启动建设了
交通运输安全监管平台，目
前，监管平台开始试运行。

连日来，区交通运输局安
全监督科对企业安全监管平
台使用情况开展调研工作，对
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现场分析和汇总。“企业自查
自纠台账需每周定期更新两
次，将整改责任分解细化，落
实到岗到人，认真做好企业安
全生产监管工作。”27日上午，
区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督科工
作人员在威海市胶东化工轻
工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安全管
理人员强调。

文登交通运输行业面临
着“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
主要由道路客运企业、城市公
共交通企业、出租汽车客运企
业、道路普货(危货)运输企业、
港口运输企业及场站、检测、
汽修和驾培等从事道路运输
相关业务企业组成。此次，安

全监管平台的投用，就是为进
一步敦促企业对安全管理工
作施行常态化管理，将前期安
全生产标准化的各项指标要
求落到企业日常工作的实处，
逐渐替代原企业自查自纠、运
输车辆出入库检查和动态监
控记录等10多个纸质台账，实
现交通主管部门对运输企业
运输安全工作的在线实时管

理。
目前，监管平台正处于试

运行阶段，交通部门已组织各
运输企业上百人参加了监管
平台的培训工作，办理并领取
了安全监管平台移动终端。下
一步，将会结合监管实际和平
台运用情况，对软件系统进行
补充完善，使平台运用更有
效。

自制药酒想治病

空腹饮用中了毒
本报文登10月31日讯(通

讯员 唐功梅) 因为平时腰
腿关节疼痛，张先生就自己
用药材泡制了高度药酒饮
用，没想到的是，这一喝竟然
喝出事来了。

日前，张先生来到宋村
中心卫生院，当时他面色潮
红，自述胸闷、憋气、口唇、手
脚麻木，浑身不适。张先生的
家属告诉医生，患者因为腰
腿关节疼痛，近期在家服用
含有枸杞子、山茱萸、甘草、
鸡血藤等中药炮制的高度药
酒。上午十点空腹服用了该
药酒，到中午开始觉得身体

不舒服。经内科医师诊治，确
定该患者为空腹服用高度药
酒导致中毒，及时拨打了120
急救车，由医院的医师、护士
陪同转往威海中心医院救
治。在上级医院的及时救治
下，张先生于第二天康复出
院。

宋村医院的医师提醒
广大患者，在家服用药酒，
一定不能空腹服用，尤其是
高度酒。入酒的中药一定到
正规的医院配方，在医师的
指导下正确服用，不可盲目
服 用 ，以 免 给 身 体 造 成 危
害。

文登开展交通运输物流安全整治

本报文登10月31日讯(记
者 姜坤 通讯员 牛燕华)

近日，区交通部门联合公
安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交
通运输物流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
生。

此次行动重点是对无证
无照经营、不执行安全检查
或者开封验视制度、不查验
客户身份、不登记客户身份
和物品信息等问题进行检
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单
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予以处罚，情
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其停业整
顿直至依法吊销有关证照或
者撤销登记。

通过集中整治行动，将
进一步加强物流安全管理，
最大限度地消除安全隐患、
堵塞安全漏洞，坚决防止禁
运限运物品进入道路运输物
流渠道，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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