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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5日讯 近日
来，市民王女士的搬家公司开
始了它的首次触网之旅，她的
搬家公司成为了一家叫做赶
集网的生活分类信息网站的
线下注册商户。“赶集网能给
我带来更多顾客，比打广告划
算得多，此外，也是我招聘员
工的重要渠道。”王女士说。

据了解，赶集网等分类信
息巨头已经开始将章丘市作

为重点布局城市，通过渠道商
加盟合作的形式占领章丘的
分类信息市场。目前，在一线
城市，分类信息市场已经进入
了逐渐饱和阶段。据悉，赶集
网等一批分类信息巨头正在
迅速下沉到三四线市场，并且
展开了激烈的市场争夺，这也
是章丘能够得到巨头关注的
原因。

据赶集网分支机构负责

人介绍，赶集网未来的拓展力
度将会更大，重点扩展城市为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只要当地
城市生活服务行业达到百万
级规模，都是赶集网的目标
招商区域。专家指出，赶集网
的增长速度和其渠道模式密
不可分，目前除了北上广深
四个城市的直营模式外，赶
集网采用各个地区渠道商加
盟制。数据显示，赶集网预计

本 年 的 增 长 速 度 将 达 到
160%之多，远远超出其他巨
头的增长。赶集网目前在无
线端的流量已经占2亿总流
量（月流量）的6 0%，正领跑
于移动化浪潮。今日资本总
裁徐新认为，在赶集网600万
企业客户中，虽然目前付费
的只有50万，但在未来就会
有10倍的增长。这意味着赶
集网增长潜力巨大。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支倩
倩 通讯员 魏方彬 于绪清）
近日，章丘中学（山财大附中）李彩
敏作为山东省唯一的参赛选手参
加了第九届全国高中英语优质课
大赛，并以优异成绩荣获一等奖。

大赛现场，李彩敏凭借着标准
流利的口语和娴熟的教学技能，打
动了在座的每一位评委。“中国外
专委微社区”互动平台发布了数条
微信互动，全都是对李彩敏老师的
认可和支持。“现场听李彩敏老师
的课更感觉震撼，魅力无限”“这才
是我们心目中英语老师的样子”

“不论老师还是学生最喜欢李老师
开始那句I’ll always be here for
you”。

据了解，李彩敏自参加工作以
来，坚持走专业发展之路，钻研业
务，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突破，一步
步成长为章丘乃至全国的教育新
星。2012年3月，李彩敏以第一名的
优异成绩荣获济南市优质课比赛
一等奖，同年10月，她参加山东省高
中英语优质课比赛，并以第三名的
优异成绩获一等奖，成为章丘第一
位代表济南市参加省赛的教师。
2014年9月，李彩敏再次代表济南市
参加全国优质课山东赛区的选拔
赛，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脱颖而
出，由此获得了代表山东省参加此
次全国优质课比赛的资格。

章丘中学李彩敏

获全国优质课一等奖

本报1 2月15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曹延刚 魏方
彬） 12月12日，章丘市第二实验
小学校长王文科参加了由中国互
联网新闻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国
教育家年会暨2014年中国好教育
盛典活动，并获2014年“中国好校
长”殊荣。

据悉，本届好教育盛典的主
题是“践行改革让每个人的人生
出彩”，旨在鼓励在教育改革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好校长、好教师，此
盛典共评选出了来自全国的11位
小学校长，其中王文科是山东省
唯一获此奖项的校长。

王文科立足章丘第二实验小
学校长平台，打造“三有”教育品
牌，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本，以学生
健康成长为根，培养造就了一大
批“有品质、有气质、有素质”的好
师生。学校品牌统领下的心理健
康教育、真语文教学等教育特色
作为章丘教育的闪亮名片，在全
国都有较大的影响。

章丘二实小王文科

获“中国好校长”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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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违法人已被治安拘留

本报1 2月1 5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吴立伟） 13日，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将12月13日设
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后的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为缅
怀革命先贤，继承先烈遗志，激发
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齐鲁师
范学院青年学生通过齐唱国歌、
集体默哀、观看国家公祭仪式直
播、网上祭祀、学习国家公祭鼎文
等方式纪念首个“国家公祭日”。

齐鲁师范学院

纪念“国家公祭日”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李永霞）“你
脉象平和，患处已经消肿，我再
给你调整一下药量，再有两个
疗程就能彻底把身体调理过
来。饮食方面要注意，清淡为
主。”一走进诊室就看见老中医
万长华在向患者介绍病情。

据了解，今年11月中旬，文
祖医院中医堂正式投入使用，
占地面积608平方米，建筑面积
464平方米，内设中医诊室6处，
中医针灸理疗室1处，中药房1
处，中药库1处及煎药室1处。建
设标准属于A类标准，设计装饰
均为仿古式，医院墙壁随处可
见中医药文化宣传板，不仅提

高了医院中医药文化内涵，也
为来看病的百姓普及中医药知
识。

来自济南的况先生告诉记
者，“我患顽疾四年了，去过好
多省级医院诊治，也看过不少
老中医，但是没有几个医生
能针对我的病情做出完整解
释。我堂弟介绍我到文祖医
院中医堂看病，当时只是抱
着试试看的想法，没想到回
去喝了五天中药后，我的病
有了明显好转。现在喝了8个
疗程，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了。
这不我再过来拿两个疗程的
药，把病彻底治好。”

像况先生这样的“老病号”

还有不少，来自文祖镇鹁鸽崖
73岁的张思臣也表示，30年前
就认识文祖医院的老中医了，
自己有个大病小灾的都会到文
祖医院中医堂找老中医看看。

“医院专门建设了中医堂，看病
煎药是一条龙服务，再也不用
楼上楼下的跑了。”

据文祖医院院长邵军介
绍，文祖医院中医科成立于
1998年，十余年来陆续聘请了
万长华、李中才、陈凤一、刘广
祝等多名老中医坐诊。2014年
上半年，根据济南市卫生局及
章丘市卫生局建设中医堂相关
文件要求，在医院院内设计建
成独立区域中医堂一处。在原

有科室功能基础上将增加中医
康复理疗、中药熏蒸、中医治未
病等功能，以及中药库储存、药
房调剂、中药汤剂煎煮封装等
一系列流程，为老百姓提供全
面的综合性服务。

记者从章丘市卫生局获
悉，截至2014年12月，章丘市建
设改造完成“中医堂”21处，建
设改造总面积7873平方，8所乡
镇医院达到中医堂建设A类标
准，13所乡镇医院达到B类标
准，中医诊室都达到三个以上，
中医堂的建设使中医适宜技术
得到了推广，全市乡镇医院都
增加了中医针灸、推拿、按摩等
适宜技术，方便了群众就医。

方方便便！！看看病病煎煎药药一一条条龙龙
文祖医院中医堂投入使用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陈平） 近
日，在章丘市双山街道双山东
路某路段，一辆公交车在蛇形
行驶十余米后停在路边，之
后，一名男子将司机拽下公交
车暴打。原来，该男性乘客因
想从前门下车遭拒与司机发
生冲突。目前，该男子已被章
丘市公安局双山第一派出所
治安拘留。

12月7日13点52分，4路公
交车正按行驶路线行进，由于
当日乘客比较多，整辆公交车
上显得非常拥挤，不少乘客已
经站在上车门口无法再移动。

“下车的那一个不是到医院
吗？赶紧往后走。”从公交车安
装的视频监控中，司机招呼乘
客往后门方向走。

“我也到医院下车。”一名
身穿蓝色羽绒服的年轻男子
回应道。当时，蓝衣男子站在
车厢前部三分之一处，从监控

来看，车厢后部也有较多的乘
客。“我从前门下不行吗？”虽
然司机多次提醒让乘客往后
门方向走，但蓝衣男子就是不
动，并坚持想从前门下车。

随后，两人言辞各不相让，
就在司机开车途中，蓝衣男子突
然蹿向驾驶位置，揪住了司机的
衣服。在两人的拉扯中，公交车
沿着S形路线行驶了一段距离，
引起不少乘客惊呼。

司机将车停在路边，蓝衣
男子要求其打开前门，被司机
拒绝。见司机不给自己开门，
蓝衣男子强行将司机拽离驾
驶位置，并寻找门开关。监控
显示，在两人拉扯的过程中，
蓝衣男子几次把车门打开，都
被司机拦下，其间，司机一直
拿着手机想拨打电话，但都没
能成功。

“他力气很大，我制不住
了。”虽然周围乘客在不断劝
说，但蓝衣男子一直都不松

手，两人争执了三分钟后，司
机还是被该男子强行拽下车，
随后被蓝衣男子拳打脚踢。在
对司机进行了两次殴打后，男
子离开了现场。

接到报警后，章丘市公安
局双山第一派出所的民警立
即赶到现场，将蓝衣男子抓获

归案。据该男子交待，自己当
时一时冲动，才选择了打人，没
有考虑后果。当记者询问其是否
后悔时，蓝衣男子表示，“这时候
后悔也没有用了。”

目前，该男子已被警方治
安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视频截图，蓝衣男子将司机拽下公交车。

“科学启迪智慧，科技创
造未来”，为培养“有品质、有
气质、有素质”的东山少年，
章丘市东山小学成功举办了
以“与科技同行，让梦想起
航”为主题的第一届校园科
技节。

本报记者 支倩倩 摄

校园科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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