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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霞在芝罘区、开发区调研时强调

以以饱饱满满精精神神状状态态全全面面落落实实市市““两两会会””精精神神
鼓鼓足足干干劲劲奋奋发发有有为为确确保保今今年年开开好好局局起起好好步步

本报讯 1月11日上午，烟
台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永霞到
芝罘区、开发区调研重点项目
建设，要求全市上下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1·5”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市“两会”部署要求，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推
进工作落实，确保今年各项工
作开好局、起好步。市领导岳德
川、于松柏参加调研。

在芝罘区朝阳街、所城里
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项目
现场，张永霞实地察看了部分

街区修缮情况，认真听取项目
整体推进情况汇报，仔细询问
存在的具体问题和下步思路
打算，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拧紧思想发条，强
化工作措施，全力以赴向前推
进，确保按期完工。同时要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形成整体工作合力，加
快推进问题解决，高标准高质
量抓好安置房建设。在开发区
永旺梦乐城建设现场，张永霞
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
了解项目规划、运营等细节，
勉励企业加快建设进度，做强

优势、做足特色，打造高层次、
高品质的服务业品牌。在开发
区3D打印产业园，张永霞深入
生产车间，仔细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指出要按照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坚持以“四新”促

“四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
平，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强
市。

调研期间，张永霞指出，
刚刚闭幕的市“两会”，明确了
今年烟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
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实现这些
目标，需要全市人民协力攻

坚，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奋斗。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市“两会”精神上
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
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上
来，发扬敢于担当的精神，增
强攻坚克难的锐气，以实干践
行新使命、以奋斗成就新业
绩，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各项任
务落细落实落到位。要紧紧围
绕“一个定位、四个着力、一个
加快”的总体发展思路，聚焦
打好三大攻坚战和抓好十项
重点工作，奔着问题去、迎着
困难上，勇于挑最重的担子，

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善于接最
烫的山芋，真正做到事不避
难、勇于担当。要以等不起、慢
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对各
项工作任务早部署、早启动、
早落实。特别是对省、市级重
点项目和“两铁两港两路一
水”“三改一通”“一湾两街区”
保护改造等工程建设，咬定目
标不放松、鼓足干劲不松懈、
卡实时间抓进度，快马加鞭、
不等不靠、迅速推进，确保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快见成效，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滨海
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善行芝罘·天使守护团”志愿者常年护导学生上下学

冰冰雪雪天天志志愿愿者者用用爱爱守守护护天天使使，，获获赞赞““最最美美笑笑脸脸””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范

华栋 通讯员 杨栋栋 邹
璐) 烟台已入三九寒天，11日
再度降雪，一组题为“最美的
笑脸”的微信在众多烟台市民
朋友圈中被广泛转载，反映的
是志愿者冰雪中护送孩子上
学的情景。11日，记者见到了

“最美的笑脸”中所拍摄的志
愿者于学玲，通过了解，在芝
罘区有230名像于学玲这样的
志愿者加入了“善行芝罘·天
使守护团”，每天尽职尽责地
将孩子送至校门口，这样既提
高了通行效率、又保障了学生
的安全，得到了众多学生家长
的一致好评。

有这样一群已经退了休
的大姨大叔们仍然发挥着自
身的余热，风雨无阻地奉献出
自己一点点的爱心，他们是文
明交通志愿团队——— 善行芝
罘·天使守护团。进了三九时
节，可以说是步入了冬天最冷
的时候，记者发现，在这寒冬
中路上的行人皆是匆匆小跑
而过，不愿在这瑟瑟的寒风中
多停留一秒。可是志愿者们却
依然伫立在各自的岗位上尽
职尽责，这些大姨大叔们身穿

黄色带有“交通志愿者”字样
的马甲，头戴志愿者小红帽，
手持小黄旗，年龄大都在50岁
以上，他们在小学门前护导学
生：“小朋友过马路要走斑马
线哦”“红灯停，绿灯再走”“这
边路滑，慢点走。”孩子们在这
些志愿者们和执勤民警的带
领下安全地过了马路。这些大
姨大叔们在寒风中冻得脸冰
凉、耳朵通红却说，“退休好几
年了，能为这个社会做点贡
献，发挥一下自己内心的余
热，我就心满意足了。”

11日下午2时，记者见到了
志愿者于学玲，她是2009年加
入的志愿者团队，后加入“善行
芝罘·天使守护团”。她说，11日
早晨7点就到了十中门口，每天
一起来就往学校跑已经成了一
种职责，其实她已经发烧两三
天了，为了不耽误护导，这几天
都是吃双倍剂量的感冒药。传
播正能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
去才好。记者还见到了张春霞、
王忠华、王培海、月亮姐姐等其
他“善行芝罘·天使守护团”成
员，志愿者们都是义务服务，不
领取任何报酬。

据交警一大队副大队长于

辉介绍，芝罘区不少学校都在
老城区主干道，上下学时车流
量大，学生过马路不安全，而辖
区执勤交警既要指挥交通又要
护导学生根本忙不过来。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交警一大队自
2008年就在辖区南通路小学、
道恕街小学开启了志愿服务工
作，由执勤交警疏导过往车流、
学生家长将孩子放心地交给志
愿者们和学校，这些志愿者们
尽职尽责地将孩子安全准时送
至校门口，这样既减少了交通
拥堵、提高了通行效率、又保障
了学生的安全，得到了众多学
生家长的一致好评。2016年9
月，一大队依托芝罘区文明办、
芝罘区交安办优势，打造了精
品文明交通志愿团队——— 善行
芝罘·天使守护团，在辖区23所
中小学门前都能看到他们护导
学生的身影，每年亲手接送学
生数量达10万人次以上。渐渐
地这些志愿者们的善举感动了
一些爱心企业，他们纷纷捐款、
捐物来表达敬意。去年，烟台银
行、天安保险、中医世家等爱心
企业为这些志愿者们赞助了雨
衣、爱心小包，今年侬侬婚纱捐
赠了227件冬季棉服，总金额达

5万元整。
据芝罘区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严华介绍，善行芝
罘·天使守护团，在山东省2016
年度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
典型宣传活动中，喜获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获得此殊荣寄托
了志愿者群体日复一日的无私
服务，承载了区政府、交警部门
关注文明交通事业的责任与情
怀，更彰显了烟台这座城市的
爱心涌动。天使守护团守护的

是天使，同时志愿者本身也是
天使，他们的行动是爱的传递，
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流淌的
幸福不是用财富衡量的，是触
动内心最纯净的东西。

于 辉 代 表 交 警 感 谢 志
愿者的服务，让民警少跑很
多腿，为安全出行做出了贡
献。更是发出呼吁尊重志愿
者 的 工 作 ，请 给 他 们 一 个
赞，也希望有更多年轻人的
加入。

烟烟台台山山医医院院小小儿儿骨骨科科获获评评““全全国国优优质质服服务务示示范范科科室室””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叶杏 邢守
林) 记者从烟台山医院获悉，
日前，在国家卫计委开展的改
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评选中，
烟台山医院小儿骨科以其精
湛的医术、优质的服务被评为

“全国优质服务示范科室”，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发挥了重
要作用。

近年来，烟台山医院慕明
章主任带领小儿骨科团队致
力于儿童骨科疾病的精准化
医疗，推广儿童骨科微创技
术，儿童骨科进入机器人手术
新时代；关爱残疾儿童，与美
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联合
举办六届“希望未来，相约助
残”国际慈善公益活动，为来
自全国各地167名残疾儿童免
费实施矫形手术，改变了残疾

孩子一生的命运。
小儿骨科是高发病率、高

风险、高难度学科，看到骨折
的孩子和家人“不能承受”之
痛，烟台山医院慕明章主任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暗下决
心要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医
疗。

记 者 从 烟 台 山 医 院 获
悉，2 0 0 1 年 1 2 月烟台山医院
小儿骨科成立，这是胶东地
区首个，也是省内较早的小
儿骨科专业学科，在儿童和
青少年运动性损伤的诊断及
治疗、发育性髋关节异常的
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新生
儿马蹄内翻足非手术治疗及
各种残余畸形的手术矫治、
四肢创伤及后遗畸形、小儿
麻痹后遗症、脑瘫、脊柱畸形
等领域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创新性工作。在胶东地区
首开新生儿早期发育性髋关
节 异 常 ( D D H ) 的 超 声 波 筛
查、诊断和干预性治疗，发育
性髋关节异常的规范化诊疗
取得了显著效果；开展特发
性马蹄内翻足的早期手法按
摩、石膏矫形技术 (Ponse t i技
术)非手术治疗工作和先天性
肌性斜颈的手法、手术治疗，
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为减少骨折儿童的手术
创伤，烟台山医院小儿骨科致
力于微创技术，四肢长骨骨折
闭合复位穿针治疗技术、放射
防护及美容缝合法等均同国
际接轨，儿童骨囊肿闭合空心
钉引流技术，加快了康复速
度，缩短了住院时间，提高了
治疗效果和满意率，达到国内
外领先水平。

2017年6月，烟台山医院小
儿骨科和创伤二科联合为烟
台1 2岁骨折男孩实施机器人
微创手术，解决了骨科手术

“看不见、打不准、拿不稳”三
大难题，让骨科手术更完美、
更微创，成为国内最低龄的骨
科机器人手术患者。

“让每一个生病的孩子都
得到爱和照顾”，看到许多孩
子治不起病，烟台山医院与北
京国际援助中国孤儿委员会、
英国Glow Fund联合举办了六
届“希望未来，相约助残”国际
慈善公益活动，小儿骨科慕明
章主任带领医护团队倾情参
与 ，国 际 上 顶 尖 的 骨 科 专
家———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疗
中心小儿骨科Gamb l e教授、
Lawrence Rinsky教授等专家
也不远万里来到烟台，中外专

家携手，日夜奋战，筛选病人、
检查、制定周密的手术方案、
实施矫治手术，为来自西藏、
四川、湖南、北京、安徽、云南
等全国各地的167位残疾儿童
完成畸形矫治手术。一台台成
功的手术给孩子们带来的改
变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
理上的，他们一生的命运从此
改变。

记者从烟台山医院获悉，
近年来，烟台山医院小儿骨科
在繁忙临工作之余，致力于公
益事业，被民政部、卫生部授
予“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
划”定点医院，被中国残联定
为“七彩梦行动计划”肢残矫
治手术定点医院，为100余名
烟台市儿童及烟台市福利院、
孤儿院里的残疾儿童进行畸
形矫治手术。

志愿者护送学生过马路。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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