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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景景区区又又添添好好去去处处候候游游客客
开展文明旅游，打造良好环境

新泰市创建文明城
市，在旅游方面，景区基
础和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旅游接待服务水平提高。
旅游局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文明旅游宣传教育，提
升公民旅游的文明素质，
营造文明旅游环境。

新泰市景区基础和配
套设施不断完善，旅游接待
服务水平提高。莲花山景区
完成环湖路与栗子园连接
路硬化、绿化及道路标示建
设，完成了莲花湖至通天河
的亮化。和圣园景区柳下惠
宾馆二期、中国传统婚礼基
地二期等工程开工建设，新
上水上悬空飞椅、游船等娱
乐设施。朝阳洞景区新建牌
坊、观光水库，新增绿化2万
平。新汶森林公园完成部分
道路硬化和景区亮化，修缮
龙女庙。

莲花山景区新增童子
拜观音、济公读经、八戒打
盹、天狗望月、经书五卷等
景点30余处，丰富了莲花山
导游词；对莲花山现有的
150块历代碑刻及60余处摩
崖石刻拓一套完整的拓片，
并结集印刷出版，目前正在
集中整理拓片；举办了莲花
山旅游文化座谈会、羊祜信
仰习俗与文化旅游座谈会，
挖掘莲花山的文化内涵、传
说故事。通过文化提升，充
分发挥文化导向、凝聚、激
励、改善、约束的积极作用，
从而提高景区人员素质，展
示景区良好的形象。

新泰市旅游局认真
开展“好客山东 德润
齐鲁”活动，积极倡导友
善、礼让、助人、和谐的
道德风尚和“文明旅游、
理性消费”理念，提升

“好客新泰人 满意在
新泰”服务品牌形象，营
造文明旅游大环境。

新泰市旅游局4次
制定下发规范旅游市
场秩序的文件，组织开
展了“旅游市场综合整
治活动”、“旅游市场检
查周”、“五一假日旅游
市场秩序规范”、“旅游
景区餐饮服务安全检
查”等活动，依法严厉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8
起，进一步规范了旅游
市场秩序。

大力开展技能培

训。充分利用莲花山景
区作为“旅游人才培训
基地”的优势，加强对
各A级景区、旅行社、星
级宾馆、餐馆相关人员
的文明礼仪和职业道
德教育培训，严格考
核，优化管理，文明服
务，以自身文明带动游
客文明。以创建诚信示
范单位为契机，强化诚
信经营，

今年5月，省旅游
局表彰了“2013-2014年
度 诚 信 旅 游 示 范 单
位”，莲花山、阳光旅行
社、国泰旅行社获殊
荣；5月25日，国家旅游
局发布首批“全国旅游
价格信得过景区”名
单，新泰市5家A级景区
全部登榜。

多方式开展宣传

教育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新泰市把文明旅游宣传作为
重点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旅游从
业人员，真正把文明旅游与业务
工作有机融合，把教育引导做到
每位游客身上。

在各景区、旅行社、星级宾
馆、餐馆显要位置摆放文明旅游
宣传品，并根据自身特点，突出文
明旅游主题，综合运用宣传册、挂
图、折页、电子屏、网站、微博、微
信等各种方式，做好文明旅游宣
传，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进而提
高游客文明素质。

导游人员抓住入关、乘车、入
住、用餐等时间节点，向游客宣传
普及目的地风俗习惯、禁忌和相
关法律；旅途行程中坚持开展文
明引导和文明礼仪宣传，及时提

醒游客遵章有礼，及时劝阻游客
不文明言语和行为。将文明服务、
文明引导纳入对导游的绩效考
核，形成了以组织游客文明旅游
为导向的评价制度。

把文明旅游宣传纳入年度和
季度宣传报道计划，抓住清明、五
一、端午和大型活动等重要节庆
节点，集中组织宣传报道，以有力
声势推动文明旅游工作常态化，
形成了人人关注文明旅游、人人
参与文明旅游、人人践行文明旅
游的良好社会氛围。

紧密结合“中国旅游日”和
“安全生产月”等，广泛开展宣传
引导，共发放《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文明行为指南》、《中国公民国内
旅游文明行为公约》、《文明旅游
倡议书》、《旅游安全常识》、《旅游
突发事件应急手册》等相关宣传
资料2000多份，有效提高了广大市
民的旅游安全防范意识和文明旅
游意识。

5家A级景区荣登

价格信得过景区名单

本报记者 陈新

四景区新建配套设施

莲花山新增景点30处

每年和圣园灯会，总会吸引不少游客参观。(资料片)

本报新泰7月8日讯(记者 王
伟强 ) 近日，记者从新泰市中医
院获悉，进入夏季以来，由于天热
雨水多，不少孩子得了胃肠型感
冒，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就诊人
数比往长多了一倍。医生建议，孩
子出现高热时，要在医生指导下退
热，切忌用酒精给孩子擦身。

8日下午，记者来到新泰市中
医院儿科门诊，看到不少市民抱着
孩子排队就诊，输液室和走廊里还
有不少挂着吊瓶的孩子和家长。儿
科病房的走廊上，不时传来孩子尖
锐的哭声，夹杂着稚嫩的咳嗽声，
让人很是心惊。家长赵女士说，女
儿今年才4岁，这几天突然发了烧，
最高的时候体温超过了39℃，吃点
东西就呕吐，连水也喝不进去，在
诊所打了一天针，但烧一直没能退
下去。“看着孩子受苦，担心她别被
烧坏了，赶紧带着她来医院看看。”
赵女士着急地说。新泰市中医院儿

科主任刘娥说，经过检查，发现孩
子有脑炎的症状，建议孩子住院接
受进一步治疗。

刘娥介绍，今年夏天由于雨水
多，天气潮湿闷热，细菌、病毒容易
滋生，引发孩子胃肠型感冒。大一
点的孩子多为发烧、头疼、呕吐等
脑炎的症状，而六个月以上到二岁
的孩子，则多为疱疹性咽峡炎，由
肠道病毒引起，特征为急起的发热
和流涎、拒食，在软腭的后部、咽、
扁桃体等处可见红色的晕斑，周围
有特征性的水疱疹或白色丘疹。

“最近因为胃肠型感冒前来就诊的
孩子特别多，门诊一天接诊上百个
病号，还需要排队，而病房也全都
住满了，病人比平时多了一倍。”

有的孩子发烧是因为对天气不
适应，出现暑湿感冒。家长要多观察
孩子，如果只是体温偏高，可以进
食，精神挺好，就不用太担心；如果
孩子出现高热持续不退、精神萎靡、

食量下降、呕吐等症状，就需要及时
就医。小儿发烧体温不超过38.5摄氏
度，不必着急使用药物退烧，一般以
物理降温为主，像用温水给孩子擦
身子散热、退热贴外用等，可以吃点
清热解毒的药物，多喝水排毒。高热
时(39℃)应在医生指导下退热，切忌
用酒精给孩子擦身。她建议家长，天
热了，要保证孩子的合理饮食，特别
是放假后，孩子的生物钟容易混乱，
要注意加强休息。多注意孩子的个
人卫生，少吃生冷食物。多带孩子到
人少的场所进行户外运动，锻炼孩
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

此外，刘娥介绍，由于饮食不
注意，夏季也是儿童腹泻的多发季
节，现在来医院看腹泻的儿童也比
前段时间多了不少。主要是由于吃
了不卫生或者生冷、变质的食物引
起的。她建议家长，要给孩子多吃
新鲜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少食
冷饮、过于油腻食物。

雨雨水水多多小小儿儿胃胃肠肠型型感感冒冒扎扎堆堆
新泰市中医院儿科主任：孩子高热持续不退、精神萎靡时，要及时就医

儿科主任
刘娥为孩子仔
细诊断病情。
本报记者 王
伟强 摄

新泰市中医院儿科，
设有新生儿和普儿科病
房，开放床位50张。现有医
护人员30余人，其中副主
任医师2名，主治医师6人，
副主任护师1人。从事小儿
内科临床工作40余年的泰
安中心医院陈永昶主任医
师每周二来儿科坐诊、查
房。

儿科率先在全市开展
无陪护式新生儿病房，减
少了交叉感染，提高了新
生儿的治愈率及存活率。
对新生儿常见及多发疾
病，如：早产儿，新生儿肺
炎，新生儿窒息，颅内出
血，缺氧缺血性脑病，黄疸
等有丰富的治疗经验。

普儿科对常见病、多
发病开展了中西医结合治
疗。配合中药内服、中药灌
肠、小儿推拿、穴位贴敷、
神灯穴位照射等，对小儿
腹泻病、肺炎、病毒性脑
炎、肠系膜淋巴
结 炎 等 病 症 疗
效显著，深得患
儿家长好评。

医疗特色：
雾 化 吸 入 治 疗
喘 息 性 疾 病 及
咳 嗽 变 异 性 哮
喘，缩短住院时
间，减少抗生素
的滥用，避免全
身 静 脉 激 素 应

用，减轻了激素的副作用。
先进医疗设备：新生

儿病房现拥有多功能心电
监护仪，新生儿暖箱，蓝光
治疗仪，经皮胆红素仪，及
微量血糖仪等先进设备。
新引进德国耶格肺功能仪
一台，能无创检测新生儿
至成人的肺功能 .肺功能
检查临床应用范围广泛，
常用的临床指征有：(1)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 2 )支气
管哮喘( 3 )间质性肺疾病
(4)咳嗽的病因分析(5)呼
吸困难的病因分析( 6 )手
术耐受能力的评价( 7 )肺
功能损害的性质和严重程
度评价( 8 )药物或疗法的
效果评价等。

咨询电话：7 2 5 1 3 2 7
7250221。新泰市中医院

网 址 ( h t t p : / /
www.xtzyy.com.cn/)，欢
迎有适应症的患者前来就
诊咨询。

新泰市中医院儿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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