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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天天，，我我就就是是一一名名记记者者””
本报第三期活动小记者们边玩边学，收获满满

煎饼卷大葱，

厚苑生态园之行

说起煎饼卷大葱，有人会想到我
们平时吃的煎饼和章丘大葱，用煎饼
卷上几根葱，再抹上些豆瓣酱，这是
一种传统美食。但我今天所说的“煎
饼卷大葱”是一个饭店，而厚苑生态
园则是饭店里的一个园林，园子里风
景美丽，游乐设施也十分齐全。

一进园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些游乐设施，还有好几只仿真恐龙，
同行的小伙伴们都直呼威武。那些恐
龙三五成群，十分逼真，让人看着还
有一丝恐惧呢。

等人到齐了，老师带领我们观赏
园林内景物。济南的孟老师告诉我
们，这里以前是一个煤厂，后来因为
污染环境改建成了生态园林，人们来
这里避暑游玩，这是多大的变化啊。

吃过午饭，就在园子里玩耍了。
我这次玩的是滑梯、蹦蹦床、水上乐
园这类的游乐设施。后来我们到山沟
中的游泳池里游泳去了。我虽然下水
了，但悲催的是我不会游泳。

园子里最令我难忘的是造型像
UFO（人们常说的飞碟）似的那座房
子，太帅了。还有那高高的瀑布，无数
的小水滴从上面飞泻下来，让我想到
了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游泳池上方
的小凉亭也十分受欢迎，不少大人在
那儿乘凉，给人带来阵阵凉意。

煎饼卷大葱，厚苑生态园的风景
太美丽了，让人流连忘返。

齐鲁晚报小记者 袁德锴

玩赏三王峪

近日，齐鲁晚报章丘站小记者来
到三王峪，一起游览三王峪的美丽景
色。

一路上，许多小村庄在“绿色的
海洋”中若隐若现，朴素而美观。一片
片梯田，或种着高粱、谷子，或玉米、
花椒树，都展示着村民的劳动果实。

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就来到了三
王峪。一下车，小记者们直奔水上乐
园，好玩的项目可真多，这里有梅花
桥、吊桥、滚桶桥等，其中我最喜欢滚
桶桥了，它的构造十分简单，就是在一
条轨道上横放着一个铁桶，人在里面
走动，带动铁桶往前滚动。经过多次实
验，我发现只要小步前行，不用手扶，
就不会跌倒，很快就能到达对岸。

午饭后，我们开始爬山。天气很
热，山路又陡又长，虽然很累，我们还
是坚持爬到了山顶。山顶风很大，非
常凉爽，我们坐在小亭子里一边休
息，一边欣赏风景。老师组织我们进
行了自我介绍，互相认识大家，还进
行了诗词比拼、击鼓传花表演节目。

时间过得好快，该下山了，我们
有说有笑地开始往下走。那里还有我
最喜欢的一个项目——— 滑道，买了
票，穿戴好防护用品，迫不及待地进
入滑道，滑道又长又陡又滑，让我们
不时爆发出尖叫，欢笑声、尖叫声，此
起彼伏，在山间荡漾。

在这次旅行中，小记者们不但看
到了三王峪的美丽，更感受到了三王
峪的富饶，真是让小记者们大开眼界。

齐鲁晚报小记者 刘宗梅

三伏天你还在挤公交？抢出
租?别挤别抢了！日供3元，即刻
拥有属于自己的爱车!广汽丰田
0距离购车计划清凉来袭，每天
一只雪糕钱，致炫、雷凌“贷”回
家！

首付1 . 4万

最强小型车致炫贷回家

跨级时尚大两厢致炫外形
创新大胆，采用全新的动力组
合，加上跨级的车身尺寸，赢得
了年度两厢车这一荣誉，可谓是
实力超群。青春时尚的外形，绚
丽多彩的颜色，良好的操控性，
超低的油耗，为年轻人而生，为
年轻人代言。

首付2万

最强中级车雷凌贷回家

脱胎于丰田北美A级车型
的雷凌堪称“源于北美而高于北
美”。雷凌原型车在美国畅销多
年，销量长期高居A级车市场销
量榜首，而雷凌在继承了这一车
型的冠军基因的基础上，配备了
更平顺更加有驾驶乐趣的 S -
CVT超智能无级变速箱，在发动
机上1 . 8L车型搭载高功率1 . 8L
双VVT-i发动机，1 . 6L车型搭载
丰田最新效率更高的4ZR-FE发
动机，相关性能相比美版车型有
明显提升。

贺广汽丰田雷凌上市一周

年，大友丰田致炫、雷凌0距离购
车计划为你提供多种金融方案：

1、最高7万免息贷款，贷你
任性贷你飞；

2、首付5成1年0利息，轻松
贷走爱车；

3、24期日供低至3元，每天
一只雪糕钱，告别挤公交的日
子；

4、雷凌额外享受3000元国
家节能补贴，科技实力的体现；

5、如果您是教师、医生等公
职人员到店购买雷凌，更有格外
的公职人员专项补贴供您尊享！
广汽丰田章丘大友福安路店
销售热线：0531-83317708

地址：章丘市世纪西路与福安路
交汇处（大友汽车城）

每每天天一一只只雪雪糕糕钱钱 广广汽汽丰丰田田致致炫炫、、雷雷凌凌““贷贷””回回家家

本报记者 石剑芳

对于一名医务人员来说，
救死扶伤不仅仅是自己的本
职工作，更是一种对生命的责
任。一个医院的发展壮大也离
不开每一位职工的支持，所以
在医院这个团队里，只有每一
位职工的价值都得到最大发
挥，医院才会最大限度地体现
价值和高速发展。

践行“四不让”

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加强环节管理，提高医疗
质量与安全，医疗质量是医院
管理的永恒主题，是医院的生
命线。所以医疗质量与医疗安
全必须放在医院管理中的首
要位置，加强培训教育，不断
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责任胜
于能力，解决职工工作态度和
责任心的问题，可通过各层次
的会议，专题讲座等活动，教
育全院干部职工时刻绷紧“医
疗安全无小事”这根弦。始终
践行“服务好各科室，服务好
患者”的工作理念，不断提高

综合素质，提升工作才能，坚
持做到了“四个不让”：不让领
导安排的工作在自己这里延
误，不让办理的事项在自己手
里积存，不让各种差错在自己
身上发生，不让患者在自己这
里冷落。

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最
关键的是要抓制度的执行和
落实，做到奖罚分明，提高执
行力度。要鼓励与督促全院职
工加强业务学习，各种操作技
能的操练，针对专科建设可到
上级医院进修学习，使大家的
技术水平能得到不断提升。改
善对患者及家属的服务态度。
服务态度做得好与不好，关键
是工作当中的细节有没有做
好，华丽的词汇大家可能都会
说。明白别人也会很享受，那
就每天脸上的笑容多一点，我
想患者或家属会感到舒心和
温暖；服务态度要做好，要把
每天工作中重复的、简单的事
情做好，把简单的事情能够做
好就是不简单，服务态度也是
这个道理。每天调整好自己的
心态，保持微笑服务，服务礼
貌用语不离口。遵守各项无菌

操作，坚持不懈，就能减少或
避免各种医疗纠纷的发生。

（韩俊荣）

树立医院形象

多形式宣传诊疗水平

医院的发展离不开宣传。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入，现代医疗技术的飞速
发展，医疗服务市场竞争的时
代已经到来。面对新的形势、
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准确把
握宣传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加
大医院的宣传，主动适应医疗
服务市场竞争，努力提升医院
特色品牌形象，才能提高医院
在整个医疗服务市场中的占
有份额。

宣传工作不仅要把促进
医院生存和发展作为根本任
务，还要围绕市场经济、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的主题，增强职
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医院的
内部凝聚力。同时，把人民群
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难点
问题，积极开展“把医疗质量
提上去，把医疗费用降下来”
活动，适时推出发展中医药，

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的宣传。

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
络，医院除了采用传统的宣传
形式，如电视、电台、报纸、杂
志，开展拍摄、采访、报道等宣
传手段，还要在医院网站，努
力扩大宣传的覆盖面，通过网
络向社会宣传自己医院先进
的设备、精湛的技术、周到的
服务、合理的收费，树立医院
良好形象，扩大医院知名度，
提高群众对医院的信任度。制
作自己医院的宣传电视片、宣
传手册，适时开展各种专题新
闻宣传活动，利用节假日组织
专题讲座。在医院的日常工作
中，每一位职工包括医生、护
士甚至医院后勤工作人员通
过口头语言、形体语言和业务
水平等对病人或直接或间接
地传递医院信息。病人及其家
属将他们对医院的认识，有意
识或无意识地传递给其他人
员，一定程度上对该医院的形
象产生了宣传作用，病人的赞
美其实是一种无形的、不花钱
的广告，它所带来的广告效益
是无法评价的。 （延青）

“医院要发展，职工说了算”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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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6日讯（记者 石
剑芳） 8月2日，本报2015年
度小记者第三期户外采风培训
课来到章丘三王峪山水风景园
景区。本报小记者团20余名小
记者，在三王峪景区不仅收获
了快乐，还现场实践了前两期
活动学习的摄影和写作知识。

2日上午8点，小记者们在
家长的陪同下准时出发，一路
上，小记者们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七嘴八舌地在讨论着三王
峪的风景。还有的小记者看见
崎岖的山路和沿路的风景，马
上拿出笔记本不时地记上几
笔。

到三王峪景区内一下车，
小记者们就被水上乐园的游戏
项目吸引住了。逍遥桥、滚筒
桥、波浪桥、跳板桥、梅花桥、吊
篮桥、奥运五环……三王峪水
上乐园的游玩项目多达20多
个。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在滚筒
桥上挪动，刚穿过逍遥桥,又来
到了铁索桥,顺利通过后的孩
子们相互祝贺。最受小记者们
欢迎的当数吊篮桥了,在高处

设有一个平台，有两个铁制的
吊篮,只要游客坐进其中一个
吊篮里从平台滑下，另一个吊
篮则通过滑轮运到平台上。从
高处向下的瞬间十分刺激，有
的小记者来回穿梭连续坐了五
六次。

在景区内吃罢午饭，稍作
休息后，小记者们全体动身到
山上采风。“老妈，这是艾草吗？
它的香味好独特啊，听说它能
驱蚊，一会儿下山我能采一束
带回家吗？然后给它个特写。”
今年上四年级的郑宜萱一边爬
山一边向妈妈请教新奇植物的
名字。一路上小记者们相互鼓
励，还不时地拿出相机或手机
记录沿路的风景，不到半个小
时就爬到了山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小记者们在山顶进行了含

“山”诗词大比拼。每个人都背
出了一首与山或树相关的诗
词，并说出了诗词的作者和出
处。同时，还组织了自我介绍和
击鼓传花的活动，小记者们轮
番为大家表演节目，有的背诗、

有的猜谜语、有的唱歌，诙谐的
表演逗得一旁的家长们哈哈大
笑。

下山时，位于太极塔下真
乙池畔的高山滑道吸引了小记
者们，不少小记者还亲自体验
了惊险刺激的高山滑道。从高
山之上，乘坐滑道穿梭林间绿
荫间中速滑下，短短几分钟的

工夫就到达了山下。下山后，大
家都十分兴奋，之前爬山的劳
累瞬间烟消云散。有的小记者
嚷着还要再来一次。

“一天的行程下来，真是
累。可是在玩的同时我也在学
着练习之前学习的内容。今天
我就是一名小记者。”董旭雨回
头看着水上乐园不舍地说道。

山上景色不错拍一张。 本报记者 石剑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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