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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挺好好，，比比自自己己去去医医院院体体检检方方便便多多了了””
中创开元山庄社区组织老人健康义诊，排查病患预防疾病

本报讯 (记者 王若松
通讯员 公秀玲 ) “挺好，比
自己去医院体检方便多了！”近
日，济南市亚健康防控协会社
会医疗救助项目联合中创开元
山庄社区居委会及“大爱之行”
项目组联合为社区老人进行了
健康义诊，为老人们送上健康
和便利。

相比年轻人来说，老人身
体较为脆弱，尤其最近到了春
夏交替的换季时节，济南的气
候冷暖多变，老人们也容易生
病。

为有效预防老年疾病，
帮助社区老年人排查潜在病
患，4月2 8日上午，济南市亚

健康防控协会社会医疗救助
项目联合中创开元山庄社区
居委会及“大爱之行”项目组
开展针对社区老年人的健康
义诊活动。

尽 管 活 动 当 天 天 气 不
好，但前来参加义诊的老年
人依旧络绎不绝，很多老人
不到 8点就早早来到义诊现
场。据记者了解，这次义诊邀
请的是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
属 医 院 的 心 内 、神 内 、肿 瘤
科、骨科等方面的主治医师
坐诊，为老年人查体的同时
进行现场咨询。

义诊主要包括检测血压、
血糖，做心电图，针对颈椎病、

肩周炎、腰椎病等内容。“挺好，
比自己去医院体检方便多了！”
上午11点多，义诊结束后老人
们纷纷满意地表示。

家住开元山庄的王素娥
老人今年 7 3岁了，由于平时
很注意保健，义诊时除了血
糖稍有些高之外，各方面指
标都不错，医生特意嘱咐她
要注意少吃甜食，老人连连
点头，放心地回家了。

看到参加义诊老人脸上满
意的笑脸，项目组表示将进一
步针对老年人健康需求开展义
诊及健康知识讲座等活动，真
正实现让社区里的老年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

中创开元山庄社区，举行健康义诊。

和平路社区请专家培训志愿者胸外按压等急救技能。

讲讲解解救救护护常常识识，，现现场场实实操操练练习习
和平路社区请专家培训志愿者胸外按压等急救技能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为提高志愿者志愿服务技能，
增强他们志愿服务和自我保护
的能力，近日，“青春·伴老”青
年志愿者扶老社会工作项目组
特意邀请了济南市中心医院的
孙华老师，在和平路社区为志
愿者们进行了急救技能培训。

培训于4月18日上午9点正
式开始，来自山大、山青、山财、
哈工大等学校的志愿者们一早
就来到活动现场。孙华先讲解
了急救知识的概念和重要性，
鼓励大家在现场安全的情况下
做“第一目击者”，增强了大家
的社会责任感。

此外，孙华还为大家讲解
了气道阻塞和心肺复苏的现场
急救，通过PPT放映和现场演
示等生动讲解了救护的基本知
识，主要包括判断意识、人工呼
吸、胸外按压等内容，并示范成
人和小孩异物梗阻的操作，志
愿者们学起来非常认真，两人
一组互相练习，提高自己的实
践操作能力，现场的学习气氛
积极而又热烈。

随后，参与活动的志愿者
们依次在医务人员准备的仿真
人模上进行现场实操练习，在

医生的指导下在仿真人体上演
练了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等技
术。“听了老师讲的真是收获不
少，学到了不少新技能。”活动
结束后，志愿者们纷纷表示。

由于培训课程需要分3-4
次完成，近期中心医院的孙华

老师还将为大家进行一系列的
培训，“大伙儿可以直接到医院
学习，比如紧急包扎、骨折固
定、老年人并发症等。”孙华说。

创创卫卫工工作作有有我我一一份份
科院路社区居民代表建言献策

本报讯 (记者 王若松
通讯员 成振洲 ) 创建卫生
城市有我一份！为贯彻落实
文化东路街道办事处关于创
建卫生城市会议精神，把科
院路社区创城工作的各项任
务落实好、完成好，4月2 7日
上午，科院路社区组织召开
了创建卫生城市居民代表大
会，对社区工作者和辖区居

民 创 城 工 作 任 务 进 行 了 部
署。科院路社区党委书记李
玉玲主持了会议，并作了强
调要求，科院路辖区2 0名居
民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李玉玲书记传达了
上级对创建卫生城市的要求，
对科院路社区创全国卫生城市
工作做了安排和部署，动员社
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要凝心聚

力，众志成城，迅速投入到创城
工作中来。

会上，社区居民代表的积
极性得到了激发，踊跃发表了
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比如
在小区设置垃圾分类箱能培养
小区居民对环保的认识，还有
一些居民也给出了在“灭四害”
方面的经验和意见，为创卫做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畅游跑马岭野生动物园

残疾人朋友开心迎节日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通
讯员 成振洲 ) 高高的长颈
鹿、顽皮的猴子、凶猛的狮子，温
顺的麋鹿……5月7日，来自科院
路社区的残疾人朋友们一起来
到跑马岭野生动物园，与动物亲
密接触，喜迎“全国助残日”。

5月17日，是第25个法定“全
国助残日”。为了让残疾人朋友
能提前开心过节，5月7日，历下
区残联、文化东路街道办事处、
科院路社区组织辖区智力和精
神残疾居民免费畅游济南市跑
马岭野生动物园，让残疾人朋友
们真正接触大自然，接触可爱的
野生动物。

看到在跑马岭动物园里的
猴子、长颈鹿、梅花鹿等动物，残
疾人朋友们格外开心，并一起享
用了历下区残联提供的美味爱
心套餐。

游园过程中，工作人员热
心、细心、耐心地对待每一位残
疾人朋友，通过浅显易懂的讲
解，让残疾人朋友们了解到很多
动物科普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大
家爱护动物的意识。关爱残疾人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主
题，对残疾人这个社会脆弱群体
给予帮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
个标志。

面对面交流，解决问题和困难
服务社参加“大爱之行”项目中期成果交流会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通
讯员 王全凤 ) 面对面交流，
解决项目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
困难，近日，民政部李嘉诚基金
会“大爱之行”项目中期成果交
流会召开。

4月17日上午，“大爱之行”
项目中期成果交流会正式开始，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
一处处长贾维周、山东省民政厅
政权处处长蒋德生等七个省民
政厅领导、“大爱之行”全体督导
以及全国110个项目的项目负责
人等受邀参会。济南市山泉社会
工作服务社“大爱之行”项目负
责人聂瑞同以及项目社工公秀
玲参加了此次交流会。

当天下午，服务社项目社工
参加了“大爱之行”项目专题研
讨会，会上与全国同领域项目社
工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对项目实
施情况、项目实施成效以及遇到
的困难与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
过发言向督导老师进行了汇报，

督导老师就问题及困难给予了
各项目及时解答与回应。

随后，服务社项目社工参加
了“大爱之行”督导见面会，与项
目督导陈蓓丽老师进行了面对
面交流，讨论了项目执行中存在
的问题及困难，进一步明确了项
目最终目标以及项目成效的最
终呈现方式。见面会确定了中期
检查的方式及日程，促进了各项
目之间的学习与交流。

活动期间，服务社项目社工
还参加了以《社会工作服务评估
及实务应用》、《社会工作成效指
标构造：基于生命周期中利益相
关者的视角》、《项目规划与执
行—项目周期中的成效管理》等
为主题的专题培训。

交流会期间，项目社工与启
创、自强等社工机构就项目本身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并汲取
了其他项目优秀的做法和经验，
对自我项目的进一步提升与发
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通
讯员 成振洲 ) 近日，科院路
社区对辖区内5000平方米以上
楼宇地址、概况、企业纳税情况
信息进行了摸底，协税护税“百
日行动”圆满完成。

根据历下区“六位一体”协
税护税领导小组开展“百日行
动”的要求，结合科院路社区辖
区实际，在文化东路街道办事处
税源办的领导下，近日，科院路
社区对辖区内5000平方米以上
楼宇地址、概况、企业纳税情况
信息进行摸底，筛选出异地纳税
企业和驻济办事处。

此次摸底工作，要求企业提
供相关税务证件，以便了解企业
的发展意向，使楼宇企业产生聚
集效应。在街道办事处税源办的
领导下，截至5月6日，科院路社
区已经完成经十路17079号三庆
汇文轩和青干院楼宇内全部共
计85户公司企业的普查，其中在
辖区纳税企业57户，异地纳税企
业23户，驻济办事处企业5户。

据悉，此次普查行动让广
大企业进一步了解历下区的
各项税收政策，同时也有助于
推动协税护税工作的健康有
序发展。

85户公司企业信息普查结束
科院路社区协税护税“百日行动”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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