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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高新区开展老年健康宣传主题活动

普普及及健健康康知知识识，，关关爱爱老老人人健健康康
本报济宁6月16日讯 (记

者 王博文) 13日，济宁高
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组织黄
屯街道卫健办和黄屯街道卫
生院，在黄屯街道敬老院开
展了以“懂健康知识，做健康
老人”为主题的老年健康宣
传活动。通过健康宣讲、专家
义诊、文体演出等形式，向老
年人普及政策和健康知识，

营造全社会关心老年人健康
的浓厚氛围。

“大爷，您的血压有点高，
平时要注意健康饮食。”当日
上午，记者在黄屯敬老院看
到，卫生院医护人员早早便来
到现场，在详细询问老年人身
体健康情况，进行健康检查
后，为其制定出适合他们的疾
病诊疗建议，并进行用药指

导，饮食指导。
“夏季气温高，我们还会

提醒大妈大爷注意防暑降温，
预防因温度过高引起的头疼
头晕。”黄屯街道卫生院公共
卫生科医师葛亚楠表示，在义
诊同时，医护人员还会向老年
人进行健康科普、慢性病和急
性传染病预防等知识宣传，让
老年人能够真正懂得健康知

识，做一名健康幸福快乐的老
人。

活动期间，还通过摆放展
板、悬挂标语、发放宣传册等
形式，向群众宣传普及老年健
康相关政策，同时送上丰富多
彩的文艺大餐，给社区老人送
去了精神慰籍。

随后，高新区计生协还慰
问走访了计生特殊家庭，了解

他们目前需要解决的生活困
难，为他们送上保险单、慰问
金，给困难家庭加油鼓劲。

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
宣传普及了老年健康科学知
识和老年健康相关政策，增强
老年人健康意识，提高老年人
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营造
有利于老年人健康生活的社
会环境。

本报济宁6月16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宋齐) 11

日上午，济宁高新区洸河街道
联合济宁市中心血站、洸河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开展了
以“无偿献血 终生荣耀”为
主题的无偿献血活动。近50名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前来参与，
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传播文
明。

当日上午8点40分，位于
济宁高新区洸河街道办事处

东侧空地处，献血车、各式宣
传条幅、展板及服务台呈环形
摆放，不少市民径直走向活动
现场，或驻足于宣传展板处翻
看资料，或依次填写献血单进
行相关体格检查。

“自己的血液可以帮助到
别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刚刚完成献血的杨建贺，
虽面容略显憔悴，但却掩饰不
住第一次献血后的激动与兴
奋，并称如若有机会，还将继

续进行无偿献血，为社会贡献
自己的绵薄之力。而作为有着
十几年献血“经验”的夏保华
来说，一切显得更为轻车熟路
些，填写献血单、进行体格检
查、完成采血一气呵成。

“经过初步体格检查，3到
5分钟，即可当场判定市民是
否适合献血。”济宁市中心血
站体检采血科高磊称，整个无
偿献血有着规范的流程，在采
血后，还会进行再次检测，确

保进入血库的血液质量。
“本次活动主要面向洸河

街道辖区企业及村居，希望通
过活动进一步普及无偿献血
的意义。”济宁高新区洸河街
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邢
凡千说，为庆祝“6 . 11中国器
官捐献日”和“6 . 14世界献血
日”的到来，本次活动作为启

动仪式，共设置了无偿献血与
器官捐献宣传活动两部分。通
过现场工作人员宣讲、发放宣
传资料、进行无偿献血等方
式，增强市民对无偿献血和器
官捐献知识的了解，能够唤起
更多社会爱心人士献血的热
情，点亮生命的希望。

本报济宁6月14日讯 (记
者 张慧 通讯员 杨众 )

13日，“音为心声·乐展芳
华”济宁高新区大学园第二
届“十佳歌手”大赛决赛在
大学园体育场举办。经过层
层筛选，15位(组)参赛选手
在决赛现场一较高下，尽展
歌喉。

比赛在热烈的开场舞中
拉开序幕，参赛选手们依次
登台演唱，《blank space》《晴
天》《走马》……选手们或是
激情高歌、或是低吟浅唱，优
美动听的歌声时不时赢得场
下观众阵阵喝彩。活动最后，
15位(组)参赛选手共同演唱
的《不说再见》引起全场观众

的共鸣，在全场合唱声中，伴
随着挥舞的荧光棒，比赛进
入了尾声。

“作为人生的一次经历，
第一次上台演出，刚上台的
时候有一些紧张，导致出现
了破音的情况。但对自己的
整体发挥还是满意的。”参赛
选手陈璐说，与比赛结果、得
奖名次相比，这一次比赛的
经历是最宝贵的，带给自己
的收获巨大。

据悉，本次决赛共有15
名(组)选手参加，演唱完毕
后，根据比赛分数进行排名，
决赛成绩前10名获得“校园
十佳歌手”称号，其余5人获
得“校园优秀歌手”称号，若

后几位选手分数一样，将由
专业评审根据得分相同的综
合演唱素质选定最后晋级十
佳歌手的选手。

“十佳歌手大赛是校园
活动的传统文化活动之一，
它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
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校
园文化氛围的同时，也展现
了同学们的风采，提高同学
们的身心素质。”大学园管
委会工作人员表示，既能增
进大学生思想和艺术交流，
同时也给同学们提供一个锻
炼自己的机会和一个展示自
己的舞台，不断提高自身全
面素质，推动校园精神文明
建设!

本报济宁6月16日讯(记
者 张慧 通讯员 李庆
平) 13日，济宁高新区柳行
街道办事处与高新区文体旅
游广电局、山东孔娃文化传
媒公司联合举办新时代文明
实践暨安全生产月宣传教育
系列活动。

小品、相声、杂技、戏曲、
歌舞……活动现场，各种形
式的节目接踵而来，为现场
居民带来了一场视觉大餐。
随后的有奖问答、知识竞猜
和现场辅导等环节，现场居
民的参与热情迅速被点燃。

“演出活动贴近百姓生活，接

地气！在活动现场不仅观看
到精彩的文艺节目，还接受
了丰富的消防安全知识、安
全生产等方面的知识。”活动
现场，居民李先生说。

“本次活动通过集中宣
传安全生产法、消防安全、食
品安全等法律法规，面对面
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问
题，使大家在活动中受到安
全教育、在活动中学到安全
知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了
更多的安全生产知识，营造
人人关注安全、重视安全、参
与安全的良好氛围。

本报济宁6月16日讯
(记者 王博文) 日前，济
宁高新区黄屯街道开展
2019年农作物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工作。通过严格
落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责任、充分发挥禁烧在线
监控的作用等措施，确保
不燃一把火、不冒一处烟，
全力做好秸秆禁烧与综合
利用工作。

工作中，严格落实社
区、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主体责任。建立包保责
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压
实责任，确保各项秸秆禁
烧和综合利用措施落实到
位。以社区为单位建立全
覆盖、无死角的秸秆禁烧
网格化管理体系。在田间
地头设立禁烧值守点，在
秸秆禁烧重点时段实行24

小时驻守、值班、巡查。
充分发挥禁烧在线监控

的作用。鼓励创新监管手段，
秸秆禁烧重点时段，实行禁
烧监控平台2 4小时值班制
度，建立完善火情应急预案、
火情应急队伍、配齐应急设
备和器材，做到技防、人防相
结合，实现对露天焚烧行为
的实时高效管控。

广泛深入开展宣传引
导。采取出动宣传车、张贴
标语、悬挂横幅、发放禁烧
明 白 纸 、发 送 秸 秆 禁 烧 短
信、在农村中小学开展“小
手 拉 大 手 ”活 动 等 多 种 形
式，宣传到村到户，让秸秆
禁烧政策措施妇孺皆知、家
喻户晓，营造全社会参与、
全民动员的良好氛围，引导
农民群众自觉做好秸秆利
用、杜绝焚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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