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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聊城市肿瘤医院隆重召开
第五届科技表彰大会。 对医院2013、
2014年度的先进科室和先进个人进行了
表彰。聊城市干部保健办赵素婷主任、市
科技局李学胜副局长出席会议并做讲
话。医院领导班子及全院职工齐聚一堂，
共同参加了此次大会。

会上，赵素婷主任、李学胜副局长
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了热
烈的祝贺，对市肿瘤医院近年来在科研
创新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了肯定。付春
生院长发表了主题为《践行三严三实，
实施科技兴院》的讲话。对医院近几年
来在业务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的
成绩进行了的简明地梳理，阐明了医院
今后一个时期科技工作的发展重点，提
出了树“名医”、建“名科”、创“名院”的
工作要求，为下一步医院的科技工作指

明了方向。
付春生院长表示，市肿瘤医院将始

终坚持“科技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理
念，严格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立足人
民的健康事业和健康需求，承担起医院
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与使命。通过加强内
部管理，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的工作理
念、完善科技管理的运行机制、加强学科
团队建设、加强学科建设的合作与协作
精神、营造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不断推
出新的、先进的诊疗技术和手段，培育和
打造人性化特色品牌，形成诊疗优势与
特色，提升全院职工科技能力与实力，增
强医院发展后劲和核心竞争力，推动医
院科学良性发展，为鲁西人民群众看病
就医，为创造聊城人民的幸福生活做出
更大的贡献。

(邹俊美 王芳婷)

践行三严三实 实施科技兴院

市肿瘤医院召开第五届科技表彰大会 2015年7月8日，响应保
监会、保险行业协会号召，聊城
新华保险八县市支公司全市联
动举行“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
日”主题活动，本次活动以“一
键保险呵护无限——— 保险让生
活更美好”为主题。聊城新华保
险高度重视，各部门联动，派驻
工作人员上街宣传保险理赔与
服务知识，展现“守信用、担风
险、重服务、合规范”的核心价
值理念。本次活动有效地提高
了聊城消费者的保险消费意
识，增强对保险业的了解与信
任，强化了聊城人民对新华保
险的品牌认知。

当日上午，聊城新华保险
在东昌府、茌平、莘县等八县
市同时举行活动，发放了宣传
单页、《反洗钱知识》、《新华客

服报》、《新华保险理赔小知
识》等保险类报纸、单页，现场
讲解保险服务、保险理赔流程
等知识。广大消费者纷纷对聊
城新华保险的活动表示支持
和认可，认为能够提高自己的
保险消费意识，能够更好地理
解保险理赔与服务。

自新华保险进驻聊城市场
以来，一直坚持以强大的实力和
服务能力为聊城客户提供全面、
优质的风险保障和理财服务。新
华保险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不
断完善服务平台建设，为客户提
供便捷、温馨的服务体验。新华
保险建立了一站式综合服务柜
台，覆盖了公司所有机构网点；
建立了95567全国统一呼叫服务
中心，为全国客户提供全年无休
的产品咨询、保单信息查询、投

保人信息修改等服务；建立了新
华 保 险 官 网
www.newchinalife.com为全球客
户提供在线服务，不断完善手机
短信通知、慰问服务、微信官网
实时更新等电子化服务手段。新
华保险通过不断地变革创新为
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服务。

此次聊城新华保险的“7?8
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主题活
动紧紧围绕“一键保险 呵护
无限——— 保险让生活更美好”
展开，从保险理念、理赔常识、
自助服务等方面增进公众对
保险的了解、理解与信任，切
实让消费者感受到保险对生
活的重要影响，受到广大聊城
消费者的好评。

(李凤)

聊城新华保险举行“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主题活动

本报聊城7月9日讯 (记者
焦守广 ) 位于向阳路上的

五建公司家属院长期处于无人
管理状态，路面坑洼不平，下水
道不仅盖板损坏，且堵塞严重，
前段时间下雨更是污水四溢。
由于小区环境太差，有的业主
无奈之下只好搬走。 9日上
午，记者来到位于向阳路中段
的五建公司家属院，小区东侧
是一片工地。进入小区后，一阵
阵刺鼻臭味便随风飘来，在一
栋居民楼下，路面满是污水，是
从一处下水道盖板里溢出来
的。此外，路面也大坑小坑的，
有人用水泥板稍稍做了垫补，
但走起来依然很困难。 市
民章女士是五建公司家属院的
住户，提起自己住的这个小区，
便止不住地叹气。章女士说，自
从五建公司破产后，小区就陷
入了无人管理的境地。虽然有
人统一收取水电费，但一直没
有正规物业来管理，没人来管，

也没人敢管。因为条件太差，小
区有的老业主都已经被逼得搬
了出去，把房子对外出租。

另一位住户说，因为没人
管理，小区公共设施损坏严重，
路面坑坑洼洼，难走极了。下水
道盖板多数已损坏，且无人修
理，随时都有小孩掉进去等危
险。“前几天下水道堵了，污水
溢得到处都是，臭气熏天，简直
没法在楼下待。水排不出去，如
果下雨，小区肯定被淹。”

章女士表示，恳请有关部
门出面协调解决一下，他们全
体业主都希望能尽早过上正常
的生活，摆脱目前的困境。

12319城建服务热线工作
人员表示，该小区无物业公司
登记备案，建议向当地社区或
居委会反映此事。

“其实我们一直在帮着他
们清理着呢。”古楼街道办事处
向阳社区居委会一名负责人告
诉记者，五建公司家属院是个

老小区了，从五建公司2008年
破产后，就没人管，之后他们一
直帮着清运垃圾、疏通下水道。

“目前聊建集团正在开发小区
东侧的地方，所以想帮着整修

一下小区内的路面和下水道等
基础设施，正与小区业主协商
此事。我们也没有别的好方
法。”

下水道堵塞污水四溢，路面坑洼出入困难

小小区区““脏脏乱乱差差””业业主主无无奈奈搬搬家家

小区路面污水横流，飘着刺鼻臭味。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摄

新闻延伸

五建公司家属院除了基础设
施陈旧损坏严重之外，自来水损
居高不下和地下室漏水等，小区
住户家中情况也是问题多多，对
此本报此前曾先后以《连日降大
雨 地下室泡汤》、《收水费不查
表引质疑》、《小区水损竟是水费
的三倍》为题予以报道。

其实老式小区尤其是一些
“高龄”的单位家属院，由于没人
管理或是管理不正规，不少都存
在或这或那的问题。比如建设路
上的双力家属院，企业破产之前，
一直由企业管理，破产之后便陷
入了“脏乱差”的境地，而小区所
谓的“物业公司”也只有一个人来
管理。与此相似的还有兴华西路
上的造纸厂家属院，小区断水、下
水道堵塞……这些问题无时无刻
不在困扰着小区业主。

相比而言，同样是家属院，由
于单位管理到位，兴华西路的乐
园小区电厂家属院等小区，秩序
就显得好得多，电厂家属院不仅
有门卫24小时巡逻看守，而且小
区骑车出入还需要出示“号牌”。

城区没人管的

家属院挺多

针对无人管的家属院，记者
采访了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
师邹洪荣。邹洪荣表示，像五建
公司家属院这样的小区，“自救”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他建议
先在小区内竞选出业主委员会，
再由业委会出面，选聘专业的物
业公司。“小区要想重新走上正
轨，没有别的好方法，只能走这
条路。”

具体而言，就是根据《物业管
理条例》、《山东省物业管理条
例》，小区业主在公司、社区居委、
街道办事处、房管部门的指导下
召开业主大会并选举业主委员
会，由业委会及时根据业主大会
的授权招聘物业管理公司，对小
区进行规范化管理。成立业委会
后，小区不仅在管理上更加规范，
对于居民较为关注的房屋维修、
水电费、安保、取暖费等关注率较
高的问题，也可以在相应程度上
得以解决。

无人管家属院

“自救”是出路

咱咱聊聊城城有有个个稀稀有有兵兵器器研研究究会会
锨、锄、耙、马扎、腰带、扁担都是兵器

十八般兵器外
50多套奇兵异器

9日早上5点多，聊城明珠
大剧院西侧小广场上，绿树掩
映中，呼喝声响起，几名穿着劲
装的男女开始练功，从扎马步、
踢腿开始。不大会儿功夫，队伍
便扩大到二三十个人。这里有
七岁的孩童，有青壮，也有白发
老翁。

五步拳舒展大方、快速有
力；马扎功灵巧多变、虚实结
合；阴阳铲大开大合、力有千
钧；有时练一阵拐、有时挥一套
狼 牙 棒 、有 时 走 一 趟 双 匕
首……每天早上如此，周围早
起晨练的人们已习以为常。

广场角落停着一辆电动三
轮车，车上挂着一面崭新的大
旗，上书“稀有兵器研究会”，大
刀、短刀、齐眉棍、达摩杖、双截
棍、龙形剑等兵器，摆满了车
斗。“没带那么多，很多兵器都
在家里放着。”今年57岁的任慧
芹是聊城稀有兵器研究会会
长，每天早上5点，她开着三轮
车从建设路出发到广场集合，
练习将近三个小时。

任慧芹说，在稀有兵器研
究会,不局限于传统的十八般
兵器，他们把铲、锨、锄、耙、叉、
凿、镰、板凳、马扎、腰带、扁担、
铡等都称为稀有兵器，共计50
多套。

免费教徒弟
会长是位“女侠”

“协会有60多人，每天来练
主要为了强身健体。”任慧芹12
岁开始学武，同她以前学的实
战功夫不同，现在练习的武术
套路表演性更强。为参加11日
举行的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传统武术比赛，最近大家练习
的强度加大了。

任慧芹老家在梁水镇，她
从小体弱，练武术是为让身体
好起来。后来随着刻苦练功，任
慧芹的身体的确结实起来。结
婚后为照顾家庭，她多年不再
练功，直到近几年儿女们都成
家立业，她才开始在广场上练
功。

“我在广场上练功时，有人
想跟着学，慢慢人数达到五六
十个。”任慧芹在建设路做着小
生意，每天早上到广场免费教

授徒弟，这些人里很多都没有
基本功，她从扎马步、踢腿开
始，慢慢教。

“我跟着任老师练了一年
多，身体越来越好！”66岁的孙
宽福老人是这支队伍中年纪最
大的，他从小就有习武念头，但
一直不得空。退休后主要锻炼
方式就是游泳和散步，一次偶
然机会看到任慧芹在晨练，便
开始跟她学习。练了一年功夫，
颈椎和腰椎的老毛病已经不大
犯了。

愿倾尽所学
传承武术和兵器

任慧芹这支60人的队伍，
年龄、行业各异，大部分都没练
过功夫，但练起来都像模像样。
任慧芹年轻时摔到过腿，右腿
膝盖有积液，练久了蹲下很难
站起来。为让大家学得更好，她
请来一位教练，也是她的老
师——— 高金祥。

今年58岁的高金祥是少北
拳第二代亲传弟子，自幼爱好
武术，10岁起曾跟随多名拳师
习武，到现在已有近五十年的
习武经历。他不仅在国内、国际

传统武术大赛中为聊城赢得了
多项荣誉，而且还义务传授拳
法。

高金祥自幼习得多种稀有
兵器。后又挖掘整理了大量南
北各门派的稀有兵器类。对各
种兵器渊源、进行了深入研究、
挖掘、整理，使这一古老的传统
武术文化在鲁西大地上传播发
展。“稀有兵器代表中国各民族
普通劳动者，强身、健身、防身、
的工具，产生于各族人民的实
践劳动中。”

“我愿倾我所学，把武术传
承下去，就是有一个能传承下
来的人，我也心满意足了。”高
金祥和任慧芹一起创立稀有兵
器研究会就是为了让传统的武
术和兵器传承下来，让更多人
了解中国武术。

从金庸、古龙的小说到银幕上的各类武侠片，在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小说
里一把绝世神兵能搅动江湖的血雨腥风，在聊城城区有一个名叫稀有兵器研究会的民间
团体，他们不仅要练十八般兵器，还要练你想都不曾想过的50多套奇兵异器。

文/片 本报记者 郭庆文

聊城稀有兵器协会的部分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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