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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阳卫校全体师生为重病学生爱心捐款
“病魔无情人有情，滴水爱心汇江海”。2018年10月24日下午，莱阳卫校全体师生在教学楼

前，为罹患系统性红斑狼疮的2017级药学一班学生吕正源同学捐款。短短半个小时，39557 . 6元
善款就交到了吕正源家人的手中。

募捐现场，全体师生有秩序地将自己的捐款投入捐款箱中。许多同学不仅为吕正源捐
了款，还为她精心准备了许多小礼物。鲜艳的千纸鹤、精美的永生花、可爱的小兔子，一
件件礼物虽然并不太值钱，但每一件都是同学们对吕正源的祝福。捐赠活动之前，学校通
过宣传栏、电子屏幕、公众微信号、QQ群、电视台、
报纸等不同渠道进行全方位宣传报道，呼吁社会各界伸
出援助之手。经过大家的努力和社会的帮助，吕正源同
学目前病情较稳定，学校还将继续关注吕正源同学的健
康，全力帮助她尽快痊愈早日返回校园。

此次爱心捐款活动，不仅可以给予吕正源及家人适
当帮助，更对全体师生进行了一次心灵洗礼。“学会爱
人，尊重生命”主题教育不仅是莱阳卫校坚持的育人理
念，更是学校坚持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学
校组织全校师生160余人参加了义务献血活动，为社会
奉献一片爱心。与此同时，为响应烟台卫计委号召，学
校师生积极参与莱阳市爱心捐助，共筹款10 . 1万元，莱
阳市慈善办返还4万余元用于资助困难学生。莱阳卫校
用爱心、责任和使命教书育人，用榜样、示范和引领陶
冶学子，不负使命，奋力前行。

祝吕正源同学早日康复、早日回校！
爱心捐助联系：姚宏云(吕正源妈妈) 136 8544

8193
汇款账号中国银行：6217856000068794188

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了第一批美丽村居建设省级试点村庄名单，莱阳市濯
村成功入选，成为烟台4个入选村庄之一，这是莱阳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的又一重要成
果。

濯村村域面积6 . 72平方公里，资源丰富，基础条件好，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发
达。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美丽宜居乡村”“中国十大最美乡村”“全国文明村镇”“山东省村
镇建设明星村”“山东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等荣誉。

在申报过程中，莱阳市建设局认真研究申报条件，积极与省、烟相关部门沟通，邀请专业
人员实地查看，全力做好对接争取工作。姜疃镇等单位共同参与，确保了申报成功。

今年以来，莱阳市建设局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在主动作为、担当服务上下功夫，
高质量建设生态美丽宜居新乡村。在规划引领上，聘请高水平专业人员编制乡村规划，羊郡、
穴坊、高格庄3个镇总体规划编制已完成，80个重点村庄正在加紧编制，团旺、吕格庄分别被
烟台确定为“梨花特色小镇”“恐龙科普特色小镇”。在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中，起草制定了

《莱阳市农村保洁市场化运作方案》，确保全市784个村庄的保洁常态化、制度化，日均清运垃
圾300余吨。系统推进13个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姜疃、团旺污水处理厂已投入运行，照旺庄、
河洛污水接入城区主管网，高格庄等8个镇污水处理设施正在紧张建设。在联户共建美丽乡
村工作中，坚持“走访全覆盖+重点领域集中攻坚”联户
方式，邀请山东省专家现场讲座，集中开展联户活动3
次，大力宣传生态振兴意义，投资90万元修建连村路
1800米。

下步，莱阳市建设局将抓住“美丽村居建设省级试
点”这一契机，协助姜疃镇抓好组织实施工作，全面塑造
具有胶东特色美丽村居，为山东省贡献乡村振兴的莱阳
样板，示范带动胶东乃至全省的美丽村居建设。

通讯员 李玲 王晓坤

莱阳濯村成功入选山东省
第一批美丽村居建设省级试点村庄

本报10月30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周君) 30日上
午，烟台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第
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团市
委书记李桂勋、市文明办副主
任吕忠民、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局长于茳、团市委副书记张金
富出席会议。烟台职业学院团
委书记、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第
二届理事会副会长赵向森作工
作报告，烟台港集团团委副书
记、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第二届
理事会副会长薛文华主持会

议。全市各界志愿者代表120余
人参加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目
前，全市累计注册青年志愿者
35万人，网络注册青年志愿者5
万人，六年来累计为社会提供
志愿服务近3000万小时，受益
人数达到200万人次，青年志愿
者队伍已成为烟台市志愿服务
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和骨干力
量，在教育引导青年、传播社会
文明新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会议按照《烟台市青年志
愿者协会章程》，依照法定程序
进行了换届选举，选举张金富
为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第三届理
事会会长，选举董艳、薛文华、
张茜、张杰、杨斌、倪璐、刘尚
伟、张鑫、孙传彬、于文强、张希
鑫为副会长，选举姜杨为协会
秘书长。

会上，张金富代表第三届
理事会发言。今后一个时期，全
市青年志愿服务者将以“青春
志愿行 奉献新时代”为主题，

为建设制造业强市、海洋经济
大市、宜业宜居宜游城市贡献
新的青春力量。力争在2023年协
会注册青年志愿者人数突破40
万，网络注册志愿者人数超过20
万人；将推动优秀青年志愿者
队伍建设纳入加强基层团的工
作力量来整体规划，建立并完
善志愿者培训制度，力争在2023
年之前，在全市培育20支青年志
愿者标兵队伍，选树50名在青年
中具有广泛号召力的领袖型青
年志愿者，培育并推广100个优

秀志愿服务项目；确保每年招
募3666名青年志愿者结对帮扶
1100名农村留守儿童、733名贫
困老人。将志愿服务融合到慈
善、救济等公益活动中，以更包
容的心态开展合作项目，以更
创新的视角解读志愿服务。加
强青年志愿者表彰奖励机制建
设，继续做好烟台市青年志愿
服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
表彰活动，探索做好网络文明
志愿者、优秀赛会志愿者等专
业类别志愿者表彰工作。

烟台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昨召开

55年年后后，，青青年年志志愿愿者者注注册册数数或或破破4400万万

本报10月30日讯 (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李凌峰 孙云霞) 小区玩耍
不慎摔倒怎么办？体育课上跳
马发生危险怎么处理？单杠运
动应注意些什么？近日，本报
联合毓璜顶医院创伤骨科专
家走进烟台十一中为孩子们
送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健康
课。以“预防意外伤害，关爱我
们的生命“为主题，刘晓风护
士长用生活化的例子、生动有
趣的语言，很快让孩子们融入
其中，课堂上甚至还开展了小
的辩论赛，让同学们参与的方
式更加多样化。

铅笔盒和笔袋哪个更安
全？从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入
手，毓璜顶医院创伤骨科护士
长刘晓风带孩子们进入互动模

式，烟台十一中六年级一班的
张峻铭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跟
妈妈骑电动车出行意外受伤的
情景。以此为契机，刘晓风护士
长给孩子们讲解了儿童外伤的
处理方式，并示例演示了骨折
的不同固定方式。六年级一班
的姜浩然作为“小模特”上台学
习骨折的固定方式。

在讲解意外伤害的干预和
防护措施时，刘晓风护士长即
兴邀请同学们分成正反两组，
对是否该对可能发生碰瓷的情
况进行救治。受伤后能不能立
即搬动病人？提出问题后，刘晓
风护士长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
回答，并根据回答情况给出正
确处理方式，步步引导让孩子
们更加印象深刻。

意外受伤后该先热敷还是

冷敷？孩子们的说法不一，刘晓
风护士长提醒受伤后48小时内
应先冷敷，之后再采用热敷的
方式活血化瘀。

刘晓风生动活泼又接地气
的讲解，带孩子们在意外伤害
的防治知识里畅快遨游，孩子
们纷纷参与互动，在一问一答
的交流中学到了更多有用的知
识。被这样的课堂打动，多家学
校也纷纷提前联系预约11月份
的健康知识讲座。

此项大型公益活动是由
本报联合毓璜顶医院宣传处
协调各科室专家共同发起，近
期将陆续走进其他小学及企
事业单位开展意外伤害预防
等相关知识讲座，如有这方面
的需要也可提前与本报预约
联系。

带带孩孩子子们们在在意意外外伤伤害害防防治治知知识识中中遨遨游游
本报联合毓璜顶医院“健康校园行”大型公益讲座走进烟台十一中

“电力充足了，电力灌溉
比以前省事、省力还省钱。”
10月25日，在烟台市福山区
回里镇东黄山村，村民利用
新上的两个供电台区，用电
灌为果园及农作物灌溉。充
足的电力得益于扶贫攻坚项
目。2018年，国网烟台供电公
司多次前往东黄山村实地了
解该村用电困难，在不耽误
用户浇灌果园、樱桃的基础
上为该村新上2台变压器，架
设线路454米，进一步解决线
路线径细、供电半径长、“卡
脖子”等供电问题，助力脱贫
致富，发展农村经济提升供
电保障。

根据烟台市委、市政府
《关于实施“332”扶贫工作重
点县镇村集中攻坚的意见》，
烟 台 供 电 公 司 优 先 实 施

“332”重点村电网改造升级，

重点村电网改造升级“应升
尽升”，动力电改造“应改尽
改”。该公司根据市委、市政
府要求，提高贫困村建设标
准，提出农村电网建设改造
需求、计划资金，确保贫困村
达到“一流配电网”建设需
求。组织对200个贫困村电网
状况进行排查，其中34个贫
困村已列入2018年农网升级
改造项目，项目投入资金
969 . 15万元，计划新建、改造
10千伏架空线路9 . 05公里，电
缆线路2 . 72公里。新增、改造
配变3 4台，配变容量7兆伏
安，其中柱上变33台，容量
6 . 8兆伏安，箱变1台，容量0 . 2
兆伏安，新增JP柜34台。

今年以来，烟台供电公
司认真分析研究相关政策，
主动作为，加快推进贫困村
改造升级工程快速落地。

烟烟台台供供电电加加快快推推进进
贫贫困困村村改改造造升升级级工工程程

10月23日上午，计量科
普知识进校园活动在莱山
区实验小学举行。本次活动
由烟台市质监局、市科学技
术协会、共青团烟台市委联
合举办，旨在弘扬科学精
神，普及科学知识，全面加
强计量科学知识普及教育
和宣传。

活动首先参观了市质监
局计量所实验室，现场观摩

计量检测过程。其次，在莱山
区实验小学，市计量所姜燕
总工从计量定义、计量发展、
计量单位、计量器具、计量知
识等几个方面，给该校师生
上了一堂生动的计量知识普
及课。最后，举行了计量知识
有奖竞答，加深了对计量知
识的理解。

通讯员 云利 莫言
记者 秦雪丽

计计量量科科普普知知识识进进校校园园

为推进全民健身
活动向纵深发展，进
一步培育广大员工开
拓进取精神，10月27
日，中国建设银行烟
台分行第八届职工趣
味运动会在芝罘区体
育场举行。来自建设
银行烟台市各县市区
分支机构组成的20支
代表队共计400余名
职工参加了各项目角
逐。 本报记者
赵玲玲 通讯员 许
荣娟 摄影报道 趣趣味味运运动动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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