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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学安全

本报威海11月29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闫长春) 为进一步增强外卖

配送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11月23日，荣成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对辖区外卖驾驶
员开展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宣传工作。民
警以案说法，讲解了逆向行驶、随意斜穿、
违反信号指示通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
害，要求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
文明出行。

荣成民警强化校车安全宣传

本报威海11月29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闫长春) 11月21日，荣成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民警到市第三十七中学召开以

“提高安全驾驶意识、确保校车安全运行”
为主题的校车安全专题会议。会上，民警对
校车司机和照管员提出了不违章、不超员、
不超速行驶以及定期检查车辆状况等要
求，以确保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

车辆超员 多载3人

本报威海11月29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闫长春) 日前，荣成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民警在201省道炮台东路段开展交
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时，查处了一起载客
超员违法行为。经查，一辆小型普通客车核
载6人，实载9人。当场，民警对驾驶员进行
了安全教育，并对驾驶人进行了处罚。

民警赶大集 讲交通安全

本报威海11月29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闫长春) 日前，荣成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警走进夏庄石硼闫家集市，向
过往村民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并宣讲
了饮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客货不混装，
不乘坐农用车、货车、非法运营客车等交
通安全知识，提高了百姓的交通安全意
识，巩固了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交通安全进农村

本报威海11月29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闫长春) 24日，荣成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警到上庄镇政府开展农村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民警从近期发生的
事故案例入手，讲解了入冬以来发生的交
通事故的特点及原因，并围绕“超员、超
速、酒驾、无牌、无证、逆向行驶、拖拉机载
人”等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和后
果及冬季恶劣天气下行车注意事项进行
了讲解；同时，民警号召农村“两员”及镇
政府工作人员加强农村交通安全宣传。

学会三大本领 安全文明出行

本报威海11月29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姜燕) 近日，荣成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民警来到蜊江中学，围绕学会走
路、学会骑车和学会乘车“三大本领”，向
学生们讲解了交通安全常识，让学生们深
入了解交通法规，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

观看动画片 学安全常识

本报威海11月29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于媛媛) 日前，荣成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警来到俚岛完小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民警通过播放交通安全动画片，
让学生们认识到酒后驾驶机动车、马路上
玩耍、翻越护栏等不文明交通行为的危
害，同时讲解如何安全过马路、安全乘车
及遵守交通信号灯等交通安全常识，提高
了学生的应急避险能力。

丹丹艾艾堂堂————

以以1133年年医医者者匠匠心心打打磨磨一一根根纯纯艾艾
我们不是商人，我们是

医者。
这几年，中医再现勃兴之

势，“艾灸”这项中国最古老的
医术之一也渐入公众视野。它
属于中医外治法，可温经散
寒，行气血，逐寒湿。《孟子·离
娄篇》中就有“七年之病，求取
三年之艾”的说法，意思是：大
病、难治之病，要用三年以上
的陈艾才会起到好的疗效。

而真正的三年纯艾，遍地难
寻。而青岛丹艾堂制作的艾条，
可以确保纯艾绒，纯手工，纯药
性。这一点，堂主以一名医者的
职业信誉和良心向您保证。

据丹艾堂相关负责人介
绍，他们调查发现，不少市售
艾条、艾绒，从源头上就存在
着隐患。其一，很大一部分艾
条，原材料混杂着水蒿；其
二，即便原材料是货真价实
的艾草，制造商也不会把草
叶、草杆、草根分离，他们常
常将采摘来的艾草连着根茎
一并扔进粉碎机，产出“杂交
版”艾绒。粉碎机会严重破坏
艾叶的纤维组织，加上混杂
其中的草杆、草根，燃烧后产
生的烟雾有害物质含量倍

增，不但不能达到治疗效果，
反而易伤经络、造成上火。

对于如何甄别艾条优
劣，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先看原材料。丹艾堂先后在
各大主要艾叶产地，购买一
年陈的艾叶，然而买不到。只
能买到新艾。消费者可能不
知道，新艾不存，燥烈性强，
易伤经络，不可直接使用。我
们只能自采野艾，以严格的
存储标准进行干燥通风，定
期翻晒，直至存够三年；再看
制作过程。存够三年的艾叶，
先用石碾压，再用石磨磨，最
后经过百余次过筛，只留下
高纯度的艾绒。整个过程，全
部手工操作，杜绝机器设备
的野蛮粗暴。用指尖感受每
一捻艾绒的细腻纯度，这是
丹艾堂的坚持；还要看纸张。
用来卷起艾绒的那张纸，也
有讲究。艾条的最佳用纸是
桑皮纸，其优点有三：1、桑皮
纸本身就是中药材，用桑皮
纸卷制的艾条效果会更好；
2、桑皮纸点燃后产生的烟要
比棉纸小很多；3、桑皮纸可
防潮、防虫、不易崩裂，适合
长时间存放。

据介绍，丹艾堂选用的
桑皮纸产自山东临朐，是当
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艾
绒卷紧如爆竹状，再外用鸡
蛋清涂抹封口。这是古法封
口，鸡蛋清本身可入药，确
保了艾条从外到内的纯度
和药用价值。另外，丹艾堂
堂主是一名执业中医师，研
究生三年、临床十二年间，一
直未间断关于艾灸的研究，迄
今已累计灸治数千人次。由于
跑遍大半个中国都找不到纯
正的艾条，堂主自制艾条的初
衷仅仅是为了自用。后来，这
种自制艾条逐渐被赠予亲朋
好友、赠予患者……再后来，

碍于成本问题，堂主不得不标
价收费了。据其介绍，事实证
明，经过近百次调整配方、严
格配伍，最终确定了十七种药
材的丹艾堂雷火针，不仅可通
行十二经络，健脾燥湿又不伤
阴血，还可温肾助阳，散寒通
络，宁心安神，老幼男女皆可
适用。

“这雷火针，热力能直接
渗到骨头缝里去。”“灸腹部的
时候，能一直热到膝盖、到脚
底，第二天脚都是热的。”使用
过丹艾堂艾条的张女士表示。

丹心济世，大艾悬壶———
这是我们的品牌，也是一位医
者的良心承诺。

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洗钱法》(以
下简称《反洗钱法》)颁
布实施十周年，这部法
律对预防洗钱活动，维
护金融秩序，遏制洗钱
犯罪及其相关犯罪，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浦
银安盛基金近年来按
照国家反洗钱法律法

规，积极履行反洗钱义
务，做好对客户身份的
识别、资料的保存和可
疑交易的报告以及反
洗钱的宣传和培训等
工作，预防和打击了通
过基金业务进行的洗
钱和其他严重犯罪活
动，对金融秩序的维护
起到良好作用。

《反洗钱法》颁布十周年

浦银安盛基金全面推进反洗钱工作 2017年以来，大市值蓝筹股
走出一波“漂亮”行情，以上证50
为代表的蓝筹指数一路高歌。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
日，上证5 0指数年内涨幅达
22 .16%，领跑市场主流指数。建
信上证50ETF拟任基金经理薛
玲表示，2018年是落实十九大报
告精神的第一年，伴随着化解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政策与
改革，城镇化将得以不断深化、
新老经济结构转换延续，产业整

合与升级、消费升级等趋势将更
加明显，金融国际化与宏观经济
将在曲折中前行。站在2017年
底，尽管A股市场依然面临挑
战、投资者心态依然偏谨慎，但
在2016年已经开始、2017年变得
更加明显的A股市场复苏趋势
将在2018年得以延续。A股市场
将更注重价值投资，蓝筹龙头个
股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具备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前
景，未来行情值得期待。

建信基金薛玲：

A股回归价值投资“漂亮50”持续行情值得期待

业绩加持分红底气足 华夏回报第79次分红
临近年底，基金迎来“分

红潮”，加之今年显著的赚钱
效应，部分绩优产品分红尤为
慷慨。近日，华夏回报进行了
年内的第6次分红，每10份基
金份额分红0.15元。作为历史

分红次数最多的权益类基金，
华夏回报A自成立以来已分
红79次，WIND数据显示，截至
11月22日，华夏回报A历史累
计分红总额已超122亿元，“分
红王”的称号实至名归。

一般而言，基金能否持
续分红与投资收益直接挂
钩，良好的投资业绩是基金
进行分红的前提。从基金季
报来看，华夏回报A今年前三
季度重仓家电、白酒、医药、环

保、消费建材类股票，有力地
把握住了今年的蓝筹白马行
情。WIND数据显示，截至11
月22日，华夏回报A今年以来
收益率达33 .83%，跑赢同期
大盘涨幅23个百分点。

300余所幼儿园接受规范检查
11月27日起，12月23日结束

本报威海11月29日讯
(记者 李孟霏 ) 从威海
市教育局获悉，11月27日
起，全市300余所幼儿园接
受包含是否有监控室、监
控数、食品留样记录等多
个项目的专项检查。检查

分三步，分别是园所自查、
区市普查、市级督查，12月
23日结束。

其中，11月27日-12月5
日为园所自查，教师应学习

《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
法》、《幼儿园管理条例》、《幼

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园
长专业标准》、《幼儿园教师
专业标准》等法律法规。相
关人员要对照《幼儿园办园
行为检查表》自查自纠。

12月6日-12月15日为区
市普查，坚决制止整改不规

范办园行为、违背师德现象。
12月16日-12月23日为

市级督查，重点抽查幼儿园
日常保育教育管理、教师遵
守职业道德情况。一经发现
存有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将
严肃追究并在全市通报。

为进一步增强学校师生的乘
车安全防范意识，提高驾乘人员
应对突发意外事故和自我保护的
能力，近日，黄岚小学对乘车学生
进行了一场以“珍爱生命 平安
出行”为主题的校车安全逃生演
练。通过演习，乘车学生们掌握了
乘坐校车逃生的方法和技巧，受
益匪浅。同时，本次演习也检验了
学校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和
各部门协调配合能力，提高了学
校师生的安全意识。

杨明红
为营造良好的校园治安环

境、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11
月27日，乳山金岭派出所民警走

进实验中学，以“法在心中.快乐
成长”为主题给学生上了一堂法
制安全教育课，并受聘为法制副
校长。

宫明 赵慧豪
为增强学生体质，让学生在

比赛中体验运动的快乐，近日，
黄岚小学举行了一场“仰卧起
坐”比赛。当天，随着裁判员“开
始”的口令，孩子们在体操垫上
奋勇拼 搏，为各自班级争光添
彩。观赛同学呐喊助威，为比赛
同学加油鼓力。通过比赛不但丰
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还提高学生
的身体素质，涌现了多名运动小
标兵。 姜宁宁

本报讯 为了规
范学生日常行为，培
养学生的自身管理能
力，乳山府前中学于
日前实行了“学生导
护值日”制。

每天早、中、晚上
学和放学时间，在学
校大门口、甬路及每
层教学楼各有一名执
勤的学生，他们胸前
带有监督牌，眼睛巡
视着过往的学生，察
看是否有不文明守纪
的言行，如果发现便
及时上前制止并委婉

教其改正，如有重要
和棘手问题及时报告
老师或政教处。

自从实行“学生导
护值日”制以来，府前
中学校园内的不文明
言行大大减少，打架斗
殴以及乱扔垃圾这些
积习几乎销声匿迹。这
一举措不仅规范了学
生们的言和行，同时也
锻炼了学生的自主管
理能力，培养了他们的
主人翁意识、使命感和
责任感。

(于娜)

学生导护值日 规范学生行为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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