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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思明区文体出版局举办
的思明区“文物寻根”志愿宣
导团主题活动受到越来越多市
民关注，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
也吸引着更多市民参与。
上周末，思明区文体出版
局邀请到了杜甫第 39代后人、
厦门资深导游杜霓为大家授
课，
主题为《讲解员的接待规范
及应知礼仪》。课上，杜霓从讲
解的要素、接待规范、应知礼仪
三个方面展开，帮助宣导员提
高宣讲水平。
本期主题活动还走进厦门
老街博物馆，厦门市民俗学会
副会长、厦门民俗专家、文史专
家、思明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专
家顾问郭坤聪为大家讲解 《最
霸气有趣的街名》后，带领大家
实地走访了赖厝埕、大同路、大
同剧院旧址等老街文物点，找
寻岁月痕迹。
厦门老街博物馆负责人刘
宝荣作为文物守护志愿者，也
参与本次主题活动。她告诉记
者：
“和一群充满正能量的人在
一起，开展接地气的活动，一定
可以更好地保护和宣讲我们的
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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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mnop前日，厦门第二
实验小学二年（1）班来到厦
门市革命烈士陵园，进行“清
明祭英烈”活动。据悉，本次
活动由清扫陵园、凭吊先烈、
齐唱队歌、献红领巾四个大环
节组成，孩子们听老师讲着革
命烈士的故事，为烈士们献上
菊花，并向着陵园和纪念碑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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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T9思明区图书馆 ' 楼
¡y¢9 每场主题活动特
别设置 (& 个市民专席! 热爱城市

化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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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文化研究会顾问" 台南市文化

思明区)文物寻根(志愿宣导团电

理事" 厦门郑成功研究会副秘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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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vwxp昨日下午，莲前
街道观音山社区开展党员日
活动，社区党支部组织 20余
名社区党员、在职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观看国家安全普法
教育宣传片，随后走进何厝小
学，参观“英雄小八路”纪念
馆。

“党员 要做 学法 守 法 的
模范，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
辉。”“作为党员，
必须牢固树
立安全意识。”“参观完英雄
纪念馆，
感谢革命先烈们用鲜
血和生命换来来之不易的和
平，我们要好好珍惜。”……
活动结束后，党员们纷纷发表
了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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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博物馆% 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
副馆长! 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

上一个标准的少先队队礼。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
动的举办源于班级所有的孩
子 。两 个 星 期 前 的 班 会 上 ，
孩子们讨论、商定本次活动
细节。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
加强交流与合作，策划能力、
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水平
也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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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tup一个多月前，四岁
多的洋洋右眼下眼睑处冒出
了一个绿豆大小的疙瘩。妈妈
以为是“针眼”，便按照奶奶
的经验，用毛巾给洋洋热敷并
滴眼药水。但“自疗”了一段
时间后，小疙瘩不仅没有消
失，反而越长越大，还红肿起
来。洋洋妈妈吓得赶紧带着孩
子到厦门前埔医院五官科求
诊，原来洋洋右眼下眼睑的症
状是严重的霰粒肿。

医生分两步处理：先予以
消炎治疗；几天后，待表皮炎
症红肿消失，便在局麻下手
术，将隆起部位切开，刮出胶
样物质，
剔除肉芽组织。目前，
洋洋眼睑上的霰粒肿终于消
失，
已恢复了正常。
该院五官科林晓青主任
介绍，霰粒肿和俗称“针眼”
的麦粒肿初始表现都是眼睑
处的硬结，很容易相互混淆，
不少患者因此而耽搁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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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目前缺牙市民选择种植牙，
不仅仅满足功能（咬合正常，咀嚼有力），
还有了更高层次的美学诉求，兼顾外形的
美感。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种植修复，可
实现口腔种植功能和美学的统一。4月 21
日（本周六），厦门登特口腔医院将举办
一场“数字化种植、咬合更有劲”为主题
3D精准数字化种植牙公益讲座，市民可
拨打 0592-5139999报名。
数字化种植一直在强调 “以功能为
导向”的种植修复，而“以功能为导向”
的关键就是处理好患者的“咬合”问题，

在满足功能的基础上做到外形美。为了让
市民种牙有保障、无顾虑，讲座现场，厦门
登特口腔医院院长卢伟将讲解 3D精准
数字化种植牙技术。此技术包括微创、不
翻瓣 punch外科技术，以及当天有牙的
pi
ckup修复技术，能充分满足缺牙者的
咀嚼习惯，保障上下牙咬合的舒适度，吃
东西更有劲，实现口腔种植功能和美学统
一，
满足缺牙人群高需求。
讲座报名进行中，缺牙市民可拨打
0592-5139999免费报名参加，名额仅限
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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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1日上午 9∶00
JKST8
厦门登特口腔医院（嘉
禾路 110号阜康大厦
一楼学术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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