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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烤串听音乐，露营花海间

本本报报邀邀您您自自驾驾畅畅享享帐帐篷篷音音乐乐节节

本报 8 月 1 3 日讯（记者
石剑芳） 盛夏高温，宅

在 家 里 太 闷 ，出 门 逛 街 太
热，该怎样过周末？8月15日

（周六），张刚大篷车邀您一
起自驾去章丘厚苑生态园，
体验一场啤酒烧烤帐篷音
乐节之旅。据悉，此次帐篷
节针对家庭游、亲子游、户
外旅游爱好者而设，为市民
提供帐篷露营、啤酒烧烤、
音乐晚会、赏花游园、儿童
水上乐园、厚苑泳池、8D 影
院、真人CS等娱乐项目。

厚苑生态园位于章丘东
部的普集镇，离章丘市区不到
10公里路程，北有济青公路，
南邻309国道，交通便利。园
区占地面积400余亩，种植了
200余亩火红紫薇花，7月紫
薇花大面积盛开，呈鲜红色，
俨如一团团火球，花期可达4
个月之久。

生态园主办方表示，8
月份，厚苑生态园将以紫薇
文化节为主题，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消夏活动。此次帐篷
节即是依托紫薇文化节，让

游客体验在遍地的紫薇花
海间搭起帐篷露营的浪漫。
帐篷节期间，游客可以到厚
苑游泳池尽享清凉，或带着
宝贝到儿童水上乐园，感受
亲子嬉戏的乐趣。

白天游人还可以到 8D
影院身临其境般感受“风雨
雷电”，或联合几个家庭到
真人CS 场地进行一场真人
对抗赛。傍晚炎热散去，帐
篷节提供烧烤啤酒，一家人
聚在一起过一把自己动手
烤串的瘾，更有精彩演出节
目让你嗨翻天。

此次厚苑帐篷音乐节
旅游套票一家三口为200元

（超出 3口的，每个大人费用
为80元，每个儿童为40元），
包括泳池、8D 影院、水上乐
园、音乐演出等门票，以及
烧烤用具和食材。其中，烧
烤包括烧烤炉、木炭、调味
料、羊肉20串、猪肉20串、韭
菜、茄子、土豆片、馒头片、
两瓶啤酒等食材。

以上费用不含帐篷，游客
可以自带帐篷，也可以现场租
赁（须另付费），包括双人帐篷

（可住2-3人）、三人帐篷（可
住3-4人）、五至八人帐篷。

报名方式：小伙伴们可以
向大篷车君发微信报名；也可
以拨打96706126报名；还可
以加采摘QQ群报名，群号为
313065810或472310400。报
名时请留下姓名、人数及联系
方式，集合出发地点将另行通
知。

本报记者 石剑芳

赏美景：

火红紫薇花开满园子

厚苑生态园位于章丘市东
外环，在城东工业园东昌大道东
首路北，占地面积400余亩。其中
200余亩的山坡上开遍了火红的
紫薇花，从7月初开始开花，花期
超过百日之久，故有“百日红”之
称。传说如果你的家周围开满了
紫薇花，紫薇仙子将会眷顾你，
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

吃美食：

特色烧烤垂涎欲滴

文化节期间，厚苑生态园消
夏烧烤美食广场将为游客朋友
提供融美景、美食、清凉和轻松
为一体的特色环境。烧烤美食广
场品尝特色营养丰富的烤乳鸽、
醇香粑软的烤兔子、外焦里嫩的
烤羊排、新鲜美味的烤鱼。相信

每一款美食都能撬开你的味蕾，
让你享受其中。

品美酒：

青岛原浆扎啤免费哈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此次厚
苑生态园紫薇文化节特别引进
青岛原浆扎啤，只要游客购票入
园即可免费领取价值30元的扎
啤。

16日（本周日），园区还将组
织“魅力紫薇·倾城佳人旗袍红
酒会，届时红酒与火红紫薇花交
相辉映，将别有一番滋味。

拍美女：

倾城佳人旗袍红酒会

“一袭青衣，染就一树芳华，
两袖月光，诉说绝世风雅。行走
在芳菲的流年里，身着旗袍的女
子，永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旗
袍是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被誉
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穿在女
人身上显得秀美窈窕，把专属于

女性的优美身材曲线表现出来。
本周日，厚苑生态园以紫薇

节为契机，开展倾城佳人旗袍红
酒品鉴会，届时300余名风华女
子将身着旗袍齐聚厚苑生态园。
同时园区也将邀请专业的摄影
人士记录现场的美人美景。

看演出：

热辣劲舞摇滚歌曲

紫薇节开幕式当天，来自德
州的“杀猪姐”和章丘的“火烧
哥”将演出气氛推向高潮，不少
游客随着歌声打起拍子。本周节
目更精彩，厚苑还将邀请摇滚歌
手、魔术师、劲辣舞者为大家呈
现一场视觉和听觉盛宴。

另外，周六园区还将组织首
届厚苑帐篷音乐节，为市民提供
帐篷露营、啤酒烧烤、音乐晚会、
赏花游园、儿童水上乐园、厚苑
泳池、8D影院、真人CS等娱乐项
目。亲，还在等什么？叫上三五好
友来厚苑生态园享受惬意的周
末吧。

厚厚苑苑紫紫薇薇节节五五大大亮亮点点陪陪你你嗨嗨到到底底
赏美景、吃美食、品美酒、拍美女、看演出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张娜）

“高大爷，我已经把我的联系
卡放到您的资料袋里了，今
后有什么事情直接给我打
电 话 ，也 可 以 到 医 院 去 找
我。”普集镇卫生院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包村医生张宪
大，给村民介绍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知识后，给村民留下
了联系方式。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
指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等城乡基本医疗卫
生机构向全体居民提供的
公益性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主要起疾病预防控制作用，
可向辖区居民免费提供 1 1
大类 43项具体服务内容。普
集镇卫生院按照市卫计局
工作要求，认真开展“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年”
活动，下村入户进行项目宣
传和健康查体服务活动，有
针对性地及时解决农村群众
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重点人
群健康管理的服务需求。

“我这么大年纪了，之前
根本不知道啥叫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一有宣传查体的我跟
老伴都害怕查体会多花钱，十
分不情愿去。镇医院的工作人
员一讲课，我才知道 65岁及
以上老年人可以免费接受健
康指导服务。现在还有了自己

的家庭医生，有啥情况就给家
庭医生打电话，太方便了。”今
年72岁的高大爷告诉记者。

据了解，普集镇卫生院重
点针对辖区内重点人群，开展
了“发放一本手册、发放一张
联系卡、举办一次签约仪式、
开展一次健康知识大讲堂、制
作一期健康教育宣传栏内容”
等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向群众
介绍辖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机构分布、机构服务区域、11
大类 4 3 项公共卫生服务内
容、责任医生联系方式、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健康教育
知识等情况，使他们了解、熟
悉与自身相关的服务内容和
接受渠道，不断提高辖区内原
发性高血压、2型糖尿病等慢
性病患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
康管理、孕产妇及0-6岁儿童
健康管理等项目的知晓率与
参与率。

通过开展基本公共卫
生和基本医疗结合工作，不
仅宣传了该院的医疗服务
技术，引 导 群 众 形 成 常 见
病、多发病到村卫生室，一
般性疾病到镇卫生院诊疗
的习惯，还进一步推动了该
卫生院提升基本医疗服务
能力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构
建合理有序的分级诊疗体
系。

普集镇卫生院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下一步该院将继
续加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
作宣传，从实处出发使基本
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相互支持促进，构建分级医
疗保健服务体系，形成了预
防为主、及时诊治、双向转
诊的医疗保健工作模式，最
终让群众享受到公共卫生
免费服务政策带来的健康
实惠，切实提升居民的满意
度和健康保健水平。

普集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队进乡村

村村民民有有了了自自己己的的家家庭庭医医生生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石
剑芳） 医院要发展，固然离不
开院长及院领导班子的决策力
和执行力，但是更离不开职工的
支持和努力。医院每一名职工都
能产生一个动力，与领导班子同
时同向形成发展力。从分力上要
合力，从广度上求热度，构成“动
车组效应”促进医院长远发展。

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
长王伟表示，医院发展的根本目
的是为患者创造一个安全可靠
的诊疗环境，为职工提供一个积
极向上的工作环境。此次“医院
要发展，职工说了算”征文活动，
让职工建言献策，从另一方面让
职工发挥能动性，上下拧成一股
绳共同促进医院发展。

以身作则

为职工内塑榜样

作为一名医院领导班子的
成员，要维护以院长为核心的院
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务实的形象。
不仅要传达和交待好院务会的
工作安排，更重要的是要监督执
行情况及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出现问题及时与科主任交流，与
职工座谈，与患者沟通，准确地
把信息收集、整理、反映给院务
会，以便领导班子能够及时修整

参数，为医院纠正发展方向，确
定工作重点。

领导班子成员要内塑榜样，
深入一线，深入科室，深入职工。
思职工所思，积极向院领导班子
建言献策，反映职工心声。团结
凝聚力量，务实开拓事业，用榜
样、标杆和身体力行的作用，引
导全体职工，做到人人都是榜
样，人人都是标杆。在以院长为
核心的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每
个职工都发光发热形成合力，推
动医院迅速发展。

医院要发展，需要决策者理
清医院自身脉络，铺好道，定准
位。只要有清晰的超前的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出路决定方向，
脚步决定进步。当前，医院以眼
科、妇产科为龙头带动科室，要
做大做强，内科、外科稳步跟进，
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第二梯队。结
合形势，大力发展中医药适宜技
术，做到短、平、快，让病人得到
最终的实惠。 （齐伟）

各司其职

给患者一个保障

放射科是医院重要的辅助
检查科室，在现代医院建设中，
放射科是一个集检查、诊断、治
疗为一体的科室。临床各科许多

疾病都须通过放射科设备检查
达到明确诊断和辅助诊断。

因为知道放射科工作的重
要性，作为放射科一员的我无时
不刻都感受到医务人员对于生
命的价值。在工作中要以患者为
中心，用超声影像做好患者的侦
察兵，用服务树信誉，在竞争中
求发展。在工作中，我一直努力
铭记领导的讲话“院兴我荣，院
衰我亡”。我非常珍惜自己的工
作岗位，时刻在自己的本职工作
上争创一流的成绩。

所谓“打铁须得自身硬”，作
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不仅要虚
心向前辈学习，还要用温馨的微
笑恪守为患者服务的诺言。在今
后的工作中，医务人员要伸出热
情的双手，为医院的生存和发展
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时刻以党
家社务卫生服务中心这个大家
庭的发展为己任，践行“医院靠
我发展，我靠医院生存”的宗旨。

医院要发展，每一位医务工
作人员都应做到各司其职，不断
加强自身修养，用热忱的行动为
患者服务。提高自身学习的积极
性，通过自学及技术交流等多种
学习形式，在实践中获得实用的
技术的提升，为患者提供一个有
保障的医疗服务团队。

（师芳）

“医院要发展，职工说了算”系列报道>>

职职工工人人尽尽其其才才 医医院院物物尽尽其其用用
打打造造章章丘丘中中西西部部医医疗疗服服务务中中心心

紫薇文化节演出现场。

8日，章丘首届紫
薇文化节在章丘市厚
苑生态园盛大开幕。当
晚“ 杀 猪 姐 ”、“ 火 烧
哥”、“不倒翁”和多名
摇滚歌手为游客带来
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据
悉，紫薇文化节为期一
个月，每周六周天都会
呈现不同的节目。对于
本周活动小伙伴们想
提前了解吗？追随小编
的脚步一起看看本周
的精彩节目吧！

村民在学习健康知识。

紫薇花海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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