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东营两项爱心助残行动正在进行

“爱心不找零”已募善款2万元
本报 12 月 2 日讯(见习

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吴

海龙) 12 月 3 日是国际残

疾人日。12 月 2 日，记者从

东营市残疾人联合会获悉，

东营市今年两项爱心助残

活动“你行，我行——— 爱心

不找零”和“关爱帮扶农村

残疾人·爱心与你同行”开
展以来取得了良好成效，

“爱心不找零”活动已募集

善款约 2 万余元。

今年 5 月 1 0 日，由市

残 联 主 办 的“ 你 行 ，我
行——— 爱心不找零”活动正

式启动。东营市 500 辆公交

车、1100 辆出租车和各大酒
店、商场和车站都安装了

“爱心不找零”助残捐款箱。

“我们号召爱心人士把乘车

找零的钱、购物找零的钱、

就餐找零的钱捐献出来。”

市残联的高主任对记者说。

截至 1 1 月底，“爱心不找

零”活动募集的善款已超过
2 万元，善款的 70% 将用于

救助省里和本市的特困、重

度残疾人。高主任还说：“尽
管捐款里面大部分是毛票，

但都是市民的爱心，很让人

感动。”

“关爱帮扶农村残疾

人·爱心与你同行”活动今年
5 月份启动以来，许多单位和

个人踊跃参与。该活动由市

残联牵头主办，主旨是号召

市直机关党工委动员市直机

关、事业单位的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积极为残疾人献爱

心。活动将于 12 月底结束，

募集的善款用于农村特困、

重度残疾人生产、生活等各

项救助工程。高主任说：“目

前已经有几十个单位参与到

捐助活动中来，市科技局、水

利局、物价局等单位都进行

了捐款。”

据高主任介绍，目前我
市共有各类残疾人 1 2 . 1

万，近 9 0 0 0 名残疾人仍只

有靠政府的救助才能解决
温饱，许多残疾人家庭的子

女受经济条件限制辍学，还

有许多残疾人因为贫困无
法实现康复脱残的梦想。

“ 1 2 月 3 日是国际残疾人

日，希望我市所有的残疾人

生活得幸福快乐，我们将会

把 爱 心 助 残 行 动 进 行 到

底。”高主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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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所面临的生活不
便，常人难以体会，残疾人运
动更是难以想象。近日，记者
采访了曾经代表东营参加今
年第八届山东省残疾人运动
会的一些残疾运动员。

轮椅篮球

今年 31 岁的孙峰十年前
在工厂做工时被钢绳绞断左
腿，此后一直靠轮椅行走。今
年，他第一次接触了轮椅篮
球，就彻底迷上了，“一天不碰
球就觉得手痒痒。”轮椅篮球
教练荆强说，残疾人训练要比
正常人困难得多，除了行动不
便，安全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的，残疾人比赛的硬性要求也
会更多、更复杂。

脑瘫足球

“脑瘫足球非常特殊，是

活动非常不便的脑瘫人员来
组织攻防。”曾担任东营脑瘫
足球队教练的于旭东说，队
员们踢起球来真的很不容
易。在他们的队伍中，燕炳东
和张龙龙都是严重的脑瘫患
者，他们积极努力地训练，在
他们心中，“这是一项荣耀的
运动。”

坐式排球

今年 42 岁的侯国新因为
患小儿麻痹症，右腿肌肉严重
萎缩，只能借助双拐行走。他
作为坐式排球的队长，和队员
一起努力训练。他憨厚地笑着
说：“教练说训练期间不能抽
烟，我就戒了。”侯国新说，残
疾人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群
体，大家为了同一个梦想走到
一起，能参加比赛所有人都感
到非常自豪。

我要长上飞翔的翅膀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王参 王斌

图①：坐式排球队员正在训练。

图②：张龙龙和队员们正在进行脑瘫足球训练。

图③：轮椅篮球队进行着队内对抗赛。

齐龙世纪花园二期施

工进度已全面封顶，正在

做内外部装修。齐龙世纪

花园位于东营市东城区，

项目东起温州路、西临郑

州路、北依北二路、南靠汾

河路，项目占地约 295 亩，

规划面积约 21 万平米，以

联排、叠拼别墅为主，面积

从 270-420 不等，为东城区

高端中式别墅社区。项目

别墅全部配置私家电梯，

户户独立庭院，并引入海

利丰地源热泵中央空调，

致力于打造科技别墅、宜

居别墅、人文别墅，成为东

营终极住宅的典范。

私家电梯，目前世界上

最先进的地源热泵中央空

调，宽敞的独立庭院，超大

楼间距，中央水景区采用中

水处理系统，中轴水景景观

设计、6000 平商业、3000 平
高档幼儿园、区域性广场；

项目周边环境优美，商业、

休闲、娱乐、医疗、教育等生

活配套完善。

齐龙世纪花园二期全面封顶

南京依维柯驶上高速发展快车道

南京依维柯“2010 年第

十万辆车下线仪式”在位于

江宁的南京依维柯第一总装

厂总装车间隆重举行。“年

销量突破十万，仅仅是一个
新起点，接下来，南京依维柯
还将进一步完善营销网络，

创新营销模式，完善服务体

系，争取年内超越 11 万辆。”

2010 年是“上南”合作

的第三年，南京依维柯仅用
318 天时间，就实现了 2010

年全年产销量目标，表明南

京依维柯坚持的战略是正确

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同

时也坚定了南京依维柯的信
心。“上南”合作以来，南京依

维柯加速吸收上汽、IVECO

两大世界五百强股东的优势

资源，上汽卓越的管理模式

以及依维柯公司先进的技

术，为南京依维柯创造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南

京依维柯有了一个更为广阔

的视界。

一方面，对企业的发展

做出科学规划，明确并细化

了企业发展战略。逐年实现

预定目标，逐步深入，在品牌

建设、产品规划、营销及服务
创新、网络建设、团队人才培

养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全面

的进步。另一方面，依托旗下

依维柯、跃进两大产品品牌，

互补共赢、齐头并进，在品质

不断提升的同时，产品线也
得到丰富，立足轻客、轻卡两

大市场，覆盖中高低端市场，

满足了市场的差异化需求。

同时，在服务方面，南京
依维柯推出的“温馨 360”服

务品牌，已成为行业品牌服

务的标杆，被称为：“全方位
关爱，全天候支持，全身心投

入，全过程呵护”服务新举
措。这一服务上的突破，也充

分说明了南京依维柯在其整

体营销理念上的转型。配合

日益完善的服务网络，南京
依维柯在全国范围内配备
360 台专业的服务动车，提

高服务时效，还特别针对客
户集中区域、重点单位，开展

定期车辆巡回检修，并建立

了呼叫中心，主动与客户沟

通交流，真正实现了零距离

的温馨贴心服务。

在市场建设上，南京依维柯
营销团队，配合覆盖全国的

营销网点，深入二三线市场，

配合不同定位的产品运用不
同的营销策略，体现差异化

优势，用切实可行的推广活

动，突破竞争格局，进一步拓

宽了南京依维柯的市场。特

别是加快网络建设步伐，使

营销网络不断得到了优化，

而且数量成倍增加，形成了

“无网而不胜”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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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酒店集团邀请中

国国宴菜厨艺大师姜炳良、

张积文来东营献艺，为东营

本地厨师示范“人民大会堂

菜”做法，让神秘的国宴与

东营市民有个亲密接触。两

位大师联袂献上的九道国

宴名菜，道道都大有来头，

让东营本地厨师及市民亲
眼目睹了真实版的“国宴菜
品”。据了解，本次制作的

这九道菜品在国家领导人

接待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

总统萨科奇、日本首相等各
国元首时受到很高的评价。

其余菜品也都是国宴上深

受各国政要欢迎的上等菜
品。

国宴大师蓝海献绝技

角膜塑形是一项近视矫治和近视控制

技术，必须在专业的视光师指导下进行。它

根据近视用户的角膜几何和屈光度数设计

一种特殊的硬性角膜接触镜，镜片采用高透

气材料加工制作，用户每天配戴 8-10 小时

后，其余时段眼睛处于不近视或降低了的近

视状态，不用戴任何眼镜。如果用户夜间戴

镜，则白天不用配戴眼镜。角膜塑形镜适合

所有年龄有需要的近视眼患者，600 度以内

中低近视人群能明显提高视力，也更加安

全，青少年可以有效地遏制其近视的快速加

深。

视觉训练的斜弱视解除

传统的弱视治疗更注重于戴镜及视觉
刺激。对于弱视者，特别是中度以上弱视儿

童，单纯戴镜及视觉刺激效果较慢，时间较

长，可能会耽误其最好的治疗时机；其次长

时间戴镜造成调节能力下降，不利于其眼轴

的发育，裸眼视力也很难提升。因此，最为行

之有效的方法是结合戴镜，进行相应的眼机

能训练。它是一种纯物理的训练，不吃药不
开刀，安全无副作用，而且不反弹。它通过自

觉式的训练，来提升视觉统合能力、促进远

视儿童的眼轴发育、矫正斜视、健全弱视儿

童的眼机能。因而见效快，效果显著，有效率

高。

视觉训练的近视控制

视觉训练是为每个真性近视或假性近

视患者量身定制的一种视力保健方案，近视

患者由于眼肌能的不足或长时间看近产生

的眼肌能力下降产生视疲劳，导致近视度数

的加深。视觉训练有效解除视疲劳，增强眼
肌能力，改善神经中枢的传导，打通视路，从

而解除假性近视和控制近视度数加深的速

度。

地址：济南路移动公司斜对面雪亮眼镜
旗舰店

电话：0546-8779977

角膜塑形镜，让您摘下眼镜不再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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