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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老年人养生康复
工程万里行”是一项以开展全
民健康教育为主的全国性大
型公益活动。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老龄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老
龄人口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高致残、致死类疾病
已经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这些
疾病给个人带来痛苦、给家庭

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影响社
会的健康和谐。

2004年由中华中医药学
会发起的“中国中老年人养
生康复工程万里行”(以下简
称“万里行”)在人民大会堂
启动，九届人大副委员长布
赫出席大会并做重要讲话。
该活动旨在全国开展全民健
康教育，让老百姓掌握和利
用科学知识，提高对老年疾
病的有效防治。从整体上降
低老年疾病的发病率、死亡
率和致残率，减轻个人和社
会负担。。

2013年万里行新泰工作
站正式成立。

为庆祝万里行活动全国
开展11周年暨万里行新泰工
作站成立2周年，万里行联合

《齐鲁晚报》特为新泰地区的
离退休人员、老师、军人免费
准备了4大厚礼：

厚礼1：红墙国医王连清
撰写的《如何远离心脑血管疾
病》，定价16 . 5元，中国科学文
献出版社。

厚礼2：万里行王连清中
药足浴养生卡1张，价值360

元。
厚礼3：免费参加万里行

养生学习班，价值480元。
厚礼4：万里行公益礼品，

价值780元。

中国中老年人养生康复工程万里行

四四大大厚厚礼礼回回馈馈新新泰泰地地区区中中老老年年人人
特别提醒：
1、所有申请人员须亲自携带身

份证、退休证先报名，核实后统一发
放。

2、只限60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
(证件不全恕不接待)

3、活动时间：2015年5月8日-15

日(上午8：00-12：00下午2：00-5：00)
4、以上物品由万里行提供，绝

不收取任何费用。
报名地址：
1、新泰平阳国际财富大街118

号(南首路东)2楼 万里行新泰办公
室 电话0538-6631627

2、新汶新建二路桃园小区北门
世纪购物广场2楼 万里行新汶办
公室 电话0538-6631628。

红墙国医王连清简介：

王连清：中国中医科学院主
任医师，香港保健协会医学顾
问。先后为多位国家领导人做过
保健医疗工作，是香港李嘉诚先
生的保健医。中央电视台《走进
科学》、北京电视台《养生堂》、

《健康时报》、《北京晚报》特约健
康专家。

王连清教授撰写的《如何远
离心脑血管疾病》一书从诱病因
素、主要症状、预防和康复方法
等多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以
心脑血管病为主的多种老年常
见病的预防和康复知识，是老年
朋友不可多得的健康宝典。

征稿内容

1 .记述在新泰市中医院发
生的医患之间的真情故事，勾勒
心目中优秀医生、护士形象，着
力展现医护工作者心系患者、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美好品德以
及为人民健康所付出的努力。

2 .叙述新泰市中医院发展
成就，体味医院的今昔变迁；在
服务患者方面的切身感受；记录
老职工或者先进人物的感人事
迹等。

3 .对新泰市中医院的所思
所感所闻，医务人员之间、医患
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

参加对象

征文与摄影活动年龄不限、
性别不限、范围不限、实行面向
社会各界公开征集。

征稿时间

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8
月30日

征稿评选

由新泰市中医院和相关媒
体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参赛作品
进行评审，最终确定一、二、三等
奖和优秀奖若干名，对获奖者给
予奖励，并颁发证书。评选结果

将在新泰市中医院网站及《齐鲁
晚报》、《泰山晚报》、《今日新泰》
等合作媒体公布，获奖作品将汇
编成集。

相关要求

1 .应征作品要真实、生动、
感人，摄影作品要有标题和文字
说明。在初评的基础上，征文活
动办公室将从应征稿件中选出
部分优秀作品在新泰市中医院
网站、院报等媒介陆续刊登。

2 .文字作品体裁、形式不
限，字数一般要求在3000字以
内；摄影作品要求JPG格式，分辨
率 为 3 0 0 像 素 以 上 或 不 小 于

2MB；文字、图片内容必须是原
创，文责自负。

3 .征稿以信件或电子邮件
的形式报送均可，务请注明作者
真实姓名、工作单位或职业、通
讯地址、联系方式(手机号)、电
子邮箱。征文发表时署名可由作
者自定。

邮寄地址：新泰市中医院
请在信封注明“征文”字样
邮编：271200
电 子 邮 箱 ：x t s z y y d b @

163 .com 请在邮件主题注明
“征文”字样

联系人：展光保 刘维娜
咨询电话：0538-7253530

““医医患患情情 医医者者心心 医医院院事事””
新泰市中医院征文与摄影大赛

如果您曾是一名患者或患者家属，接受过新泰市中医院的
服务；如果您是一名中医院人，曾因工作与素不相识的患者建立
真挚的感情；如果您是一位有心人，耳闻目睹亲历过新泰市中医
院发展历程中的感人时刻。您都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展示出来，
体现医患之间的真情故事，追忆医院的今昔变迁。新泰市中医院
现面向社会开展“医患情 医者心 医院事”征稿活动。

本报新泰5月7日讯(记者
王伟强) 近日，新泰市教育局下
发《2015年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工
作意见》，今年文化课考试定于6

月11日到14日进行，5月8日8：00

至10日17：00网上报名，新泰共设
9个考点。

据了解，新泰市初中学生学业
考试分为考试科目和考查科目。考
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思想品德、历史、地
理、体育与健康共10门。各考试科
目成绩均用分数表达、等第呈现，
设A、B、C、D、E五个等第。考查科
目包括音乐、美术、理化生实验技
能、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考
查结果分合格、不合格。

文化课考试时间定于6月11

日至6月14日进行。体育与健康，
具体测试方案另行制定下发，5

月20日前完成。理化生实验技能
考查由市教育局组织实施，其它
考查科目由市教育局指导学校
组织实施，5月25日前完成。各科
目的试卷包括试题、答题纸两部
分，各科试卷分为Ⅰ、Ⅱ两卷，其
中I卷为选择题，考生用2B铅笔
直接涂在答题纸指定位置；Ⅱ卷
为非选择题，考生将答案直接写
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不得另加附

页。英语Ⅰ卷含有听力测试，分
值为20分。

采取网上采集信息的方式
进行报名，时间为5月8日8:00至5

月10日17:00。考生登录“泰安市初
中学生学业考试与高中段学校
招生管理平台”(www.taszk.com)，
选择学籍地端口登录进行考试
报名，并打印报名信息确认表一
式两份，考生签印后，考生和学

校各留存一份。
其中，新泰市2015年初中学

生学业考试共设9个考点，报考
普通高中的考生在新泰一中北
校、新泰一中东区、新泰一中西
区、新泰中学、新汶中学、新泰二
中、汶城中学等7个考点考试，报
考职业类学校的考生，安排在职
业中专、青云职业中专2个考点
考试。

本报新泰5月7日讯(实习记者
巩克通) 新泰一老人在骑电动

车的路上发生了车祸，连人带车翻
进桥下，肇事司机逃逸。老人受伤
严重，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但需
巨额手术费。老人的家人希望好心
人提供线索，帮助他们找到肇事司
机。

5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医院病
房见到了伤者刘茂爱，她正躺在病
床上接受治疗，老伴陈方义在一旁
照料。陈方义告诉记者，他们家住
果都镇大峪村，老伴刘茂爱今年51

岁，4月29日上午8点，老伴骑电动
三轮车去看望88岁的老母亲，没想
到在羊流镇坦里桥和王家林的交
汇处发生了车祸，连人带车被撞翻
在桥下，肇事车辆跑了。

“4月29日上午快十点，医院给
我打电话说刘茂爱出车祸了，在医
院做手术。我立即联系了她的家

人，接着就赶过来了。”刘茂爱的邻
居王女士说。“事发时我正在集市
上买菜，打过电话来的时候我整个
人都懵了。”陈方义说，手术后老伴
昏迷了四天，直到现在才度过危险
期，还不能说话，只是意识清醒了。
他多年以前在外打工不小心伤了
脚，干不了重活。家里的唯一收入
就是他和儿子打工挣的钱，儿子也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一直没找上媳
妇。

事情发生以后，在青岛打工的
儿子陈怀真马上赶了回来。“我妈
脑部严重受伤，接下来的手术要用
40万元。这40万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天文数字，能借的地方都借了，实
在是找不到别的法子。我现在唯一
的心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母亲
治好。”陈怀真说，希望好心人帮忙
寻找肇事司机。

主治医生翟主任说，当时伤者

被送过来的时候，流血很多，头骨
断裂，大脑都漏出来了。“目前的临
床观察来看，危险期已经过了，再
住院观察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
不过以后会留下后遗症，会经常性
头疼、头晕。”

处理该事故的交警介绍，目前
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如果您有相
关线索请联系老人的儿子陈怀真：
152-5387-0846。

初初中中学学考考今今起起网网报报共共99个个考考点点
文化课考试将于6月11日至14日进行

老老人人骑骑电电动动三三轮轮被被撞撞翻翻下下桥桥
昏迷四天才脱离危险，肇事车还没找到

本报新泰5月7日讯
(实习记者 巩克通) 为
鼓励员工在“五一”假日期
间的辛勤劳动，5月6日，新
泰市提拉米酥蛋糕店组织
全体员工到墨石山游玩。

6日上午，提拉米酥蛋
糕店三十多名员工正在墨
石山的大佛像前拍照、游
玩。裱花师李娜说：“能在
忙碌过后放松自己，是一
种难得的享受。”

新泰市提拉米酥蛋糕

店总经理曹萍仁说，员工
们大多都很年轻，本来“五
一”劳动节应该让员工休
息一下。“毕竟我们是服务
行业，‘五一’期间客流量
比较大，顾客都是在放假
期间与家人聚会，蛋糕做
的比较多，没有办法让他
们放假休息。在假日期间，
员工们都没有怨言，假期
一结束，我们马上就组织
了这次郊游，让员工们在
劳累过后放松一下。”

提拉米酥蛋糕店
员工游墨石山

新泰市禹村镇农村财务管理服务中心不慎将新泰禹
村信用社开户许可证遗失，账号：90905090020100005564，
核准号：j4635000029610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刘茂爱正在住院观察。 本报
实习记者 巩克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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