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真情缔造和谐医患关系

七旬老人亲手制作鞋垫送医生

10月26日，家住梁水镇王
屯村的78岁老人陈大娘，带着
她亲手制作的鞋垫来到了东昌
府区中医院许忠祥医生的诊
室，亲自把鞋垫交到了许忠祥
手里，这是七年里的第三双鞋
垫了。

据了解，陈大娘今年78岁，
七年前变得脾气暴躁，病情不
明确，辗转多家医院未果，后经
许忠祥主任确诊为甲亢，在院
期间对其悉心治疗，安抚病人

的情绪，半月后，患者症状明显
缓解，脾气也好了很多，像换了
个人似的，许忠祥从事内科专
业三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
工作经验，诊疗过程格外地谨
慎仔细，每次诊疗前都会详细
询问病人的感受，安抚病人的
情绪。面对年长的病人，许忠
祥都像对待家中长辈一样，悉
心呵护。陈大娘回忆说，“没有
接受治疗前，晚上疼得睡不着
觉，没想到在区中医院治疗了
半个月后，明显比之前好多
了，接受治疗期间，许主任对
我悉心照料，指导我相关疾病
知识，贴心周到的服务，如亲
人般照料，让我倍感温暖，从
中收获了许多意外的感动！鞋

垫里透露出患者对医生满满
的感谢。”7年前，许忠祥接诊
过老大娘，当年出院后，老大
娘曾送给许忠祥两双纯手工
鞋垫。老大娘现今己 7 8岁高
龄，竟特地来医院，再次送许
忠祥一双纯手工鞋垫！而且让
许忠祥感动的是，老人家竟还
记得他的鞋码是41！向她老人
家致敬！为她老人家祈福！

“医德至上，技术至精，服
务至细，行为至诚；我们医护人
员只有注重医患沟通，始终以
病人的利益为先，再凭借精湛
的医术、优质的护理，才能赢得
患者的信赖与感谢；看到每一
位病人从病痛中走出来，是我
们最大的欣慰。”许忠祥说。

东昌府区中医院魏秀娟被授予林兰教授学术经验传承人

9月29日上午，东昌府区中
医院心脑病科主任魏秀娟在北
京参加林兰教授从医60周年庆

典暨学术传承论坛，并向林兰
教授鞠躬行拜师礼，并献花敬
茶，成为林老的新一代传承人。

此次活动，来自全国各地
的中西医专家100余人汇聚一
堂，共同学习传承林老学术经
验，见证林老收徒仪式。林兰教
授是我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内
分泌专家，衷中参西，融会贯
通，学识渊博，临床经验丰富，
建树卓著，德高望重。首创消渴
病三型辨证论治之学术思想，
高屋建瓴，享誉杏林。林老桃李
芬芳，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学
人才，许多学生已成为内分泌
界的中流砥柱。

学术活动结束后，魏秀娟
等9名来自全国优秀中医学者
身着唐装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

式。弟子们庄重地诵读拜师帖
后，逐一向林老敬茶，并送上对
林老80华诞的美好祝福。在庞
国明教授等几位前辈的见证
下，被授予林兰教授第四批学
术经验传承人。他们将通过定
期跟诊、查房、网络、电话等多
种方式向老师请教学习，传承
老师学术经验、技术专长。通过
学术传承、拜师活动，必将弘扬
民族瑰宝，传承经典医术，造福
更多的患者，服务社会，推进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

中医药学历经千载而不
衰，名医辈出、薪火相传，其中
传统中医师承教育是中医药继

承发展的重要形式。传承是中
医药的生命之根，是其发展的
基础和动力。

“在今后的工作及学习中，
我将更好地继承、发扬指导老
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结合
自己的临床实践，使中医学薪火
相传、发展壮大。”魏秀娟说，人
才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第一资
源，传承名老中医宝贵的临床经
验及心得体会，培养更多具有实
践经验的中医人才，一直是东昌
府区中医院中医药事业传承与
创新的基础和保障。全面做好
中医药传承与发展，才能使中
医药更好地惠及百姓。

本报聊城10月29日讯 (记
者 周梦爽) 10月28日，阳谷
伏城教育事业再次成为社会
各界瞩目的焦点。当天，混合
式教学模式实践创新与未来
发展交流会在伏城爱迪国际
学校报告厅隆重举办，来自全
国各地的知名教育专家、教育
工作者代表和阳谷县教育系
统校长、教师代表约1000人齐
聚伏城，共话教育新常态，探
索教育新发展。

据介绍，混合式教学模式
实践创新与未来发展交流会
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与
进步，已在全国各地举办多

届，现成为我国未来教育领域
参与度较广、影响力较大的学
术交流活动。本次会议由教育
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基础教育
部、聊城市教育局、阳谷县教育
局指导，阳谷伏城爱迪中学主
办，伏城爱迪国际教育管理有
限公司、慕华成志-爱学堂承
办。这是该会议首次在聊城举
行。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副
主任、九三学社第十一届、十
二届中央教育文化委员会主
任王元丰，慕华成志-爱学堂
CEO汪建宏，阳谷县委副书
记、县长毕黎明，聊城市教育

局副县级督学王秋云，县政府
党组成员、祥光经济开发区党
委书记谭福清，阳谷县教育局
局长魏绪洪，新凤祥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局主席刘学景出席
会议。

会上，阳谷伏城爱迪中学
被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基础教育部授予“未来教育行
动计划实践学校”，这标志着
聊城市第一个“未来课堂”学
习平台在伏城爱迪国际学校正
式启用。据介绍，“未来课堂”依
托清华基础教育资源，连接线
上+线下，整合在线学习和传统
课堂学习的双重优势，在提升

教师教学效率的同时，帮助学
生有效提高学习成绩。而随着
伏城爱迪国际教育与慕华成志

-爱学堂的全面战略合作，未来
将把清华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
全面引入伏城教育。

聊聊城城市市首首个个““未未来来课课堂堂””
落落户户伏伏城城爱爱迪迪国国际际学学校校

本报聊城10月29日讯(记者
李军) 记者从2018“跑游山

东”聊城半程马拉松赛事组委
会获悉，2018“跑游山东”聊城
半程马拉松比赛将于2018年11
月4日上午在聊城徒骇河滨河
大道、湖南路、东昌湖景区区域
内举行，为保证赛事顺利完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决定从11
月4日7时00分至比赛结束(约
中午12点)，期间对部分道路采
取交通管制措施 。

杭州路至湖南路体育场东
侧奥森路段全线封闭；东昌
路至老聊位路徒骇河滨河大
道东、西两岸全线封闭；东昌
路徒骇河大桥封闭自西向东
方向主车道；湖南路徒骇河
大桥封闭自东向西方向；花
园路和湖南路路口封闭；光
岳路至昌润路自东向西湖南
路封闭；阿尔卡迪亚酒店西侧
道路全线封闭；阿尔卡迪亚大
酒店北门至摩天轮湖滨路全
线封闭。

上述道路范围内相邻的支
路、巷道也将相应实行交通管
制，遇有交通分流受阻时，还将
对其他关联路段实行临时性交
通管制。道路交通管制期间，途
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提前择路
绕行，除持证的工作用车和工
作人员外，所有社会车辆和人
员一律不得入内。

竞赛项目分为半程马拉松
21 . 0975公里、迷你马拉松10公
里、全民欢乐跑5公里。

半程马拉松起点：聊城体

育 场 北 门 湖 南 路 ( 起 点 ) 向
西——— 聊阳路口右转向北———
湖滨路向西——— 阿尔卡迪亚大
酒店北门向西左转——— 阿尔卡
迪亚大酒店西路向南左转———
湖南路向东——— 湖南路大桥西
右 转 — —— 滨 河 大 道 西 岸 向
北——— 左转上东昌路右转———
滨河大道东岸向南——— 穿过湖
南路大桥——— 老聊位路桥北
200米处折返——— 湖南路大桥
北 出 滨 河 大 道 进 湖 南 路 向
东——— 体育场北门湖南路，到

达终点。
10公里迷你起点：聊城体

育 场 北 门 湖 南 路 ( 起 点 ) 向
西——— 聊阳路口右转向北———
湖滨路向西——— 阿尔卡迪亚大
酒店北门向西左转——— 阿尔卡
迪亚大酒店西路向南左转———
湖南路向东——— 原路返回体育
场北门湖南路，到达终点。

5公里欢乐跑：聊城体育场
北门湖南路(起点)向西——— 聊
阳路口折返向东——— 原路返回
体育场北门湖南路，到达终点。

2018“跑游山东”聊城半程马拉松比赛11月4日举行

比比赛赛期期间间部部分分道道路路将将实实施施交交通通管管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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