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 涉及领域

商河县自来水公司 水质、日常用水知识、水费缴纳

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问题

商河县集中供暖管理服务中心 供暖如何报停、开户、维护保养等

商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交通安全知识，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等

商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噪音整治、露天垃圾清理、夜市规范经营

商河县供电公司 居民阶梯电价宣传、安全用电、线路检修

商河县联荷电商 电商孵化、电商创业等知识

科室 姓名 职务 擅长领域

小儿外科 马楠 副主任医师 擅长各种小儿先天性疾病的诊治：如小儿疝气、鞘膜积液等

普外科
丁印鲁 主任医师 擅长胃癌、结直肠癌、肝癌等消化道肿瘤的外科治疗、梗阻性黄疸的诊断及手术治疗等

张朋 主治医师 擅长胃肠道肿瘤及腹腔镜微创手术。

脊柱外科 谯勇 副主任医师 擅长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病治疗

神经内科 王允 副主任医师 擅长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免疫性疾病及焦虑抑郁症等疾病的诊治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张杰 主治医师 擅长声带、甲状腺、喉及下咽等相关部位疾病的诊断和外科治疗

皮肤科 魏国 副主任医师 擅长尖锐湿疣、扁平疣等病的诊治

康复医学科 崔宝娟 副主任医师 擅长偏瘫患者的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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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日日，，““张张刚刚大大篷篷车车””要要来来商商河河
本报联合商河县新闻中心在人民公园举行大型公益活动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李云云） 不知不觉中，《齐鲁
晚报·今日商河》已经落户商
河一年了。在创刊一周年之
际，为回馈广大读者，本报“张
刚大篷车”将于10月25日（本
周日上午）邀请山东大学第二
医院的知名专家来商河县，在
商河县人民公园为商河市民
进行免费义诊活动。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是国
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委
管医院，全国三级甲等医院。

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肾移
植、产科、泌尿微创手术、妇
科微创手术、消化内镜等专
业或特色技术在国内或省内
处于领先水平，神经系统疾
病、泌尿系统疾病、外科微创
治疗的“神肾微”特色优势初
步形成。活动当天，山东大学
第二医院马楠（小儿外科）、
丁印鲁、张朋（普外科）、谯勇

（脊柱外科）等七位医生将进
行现场解答。市民有什么关
于健康的问题，可以在周日

九 点 之 后 前 往 人 民 公 园 咨
询。

除此之外，《齐鲁晚报·
今日商河》将联合商河县新
闻中心于10月25日推出“沟
通零距离，服务面对面”大型
便民服务公益活动。届时，商
河县自来水公司、商河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商河县
集中供热管理服务中心、商
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等多个
部门将就市民关心的供水、
供热、食品安全等问题进行

现场解答。此外，本报还举行
爱心黄河大米的义卖活动，
帮扶残疾人张传宝、李祝霞夫
妇。他们自强不息，凭借坚强
的意志种植稻米，照顾老人，
抚养孩子，给社会树立起了自
立自强的好榜样。

商河县自来水公司的工
作人员说：“此次公益活动是
大家面对面交流的一个平台。
大家关心的水质等问题可以
在活动当天直接与我们的工
作人员沟通。”

爱心黄河大米来了
快来抢购吧！
已经预订的市民

可于周日上午到人民公园领取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马芳）
25日上午，在人民公园内，《齐鲁

晚报·今日商河》编辑部还将通知已
经预订爱心黄河大米的市民来活动
现场领取大米，市民还可现场购买
爱心大米，每斤2 . 6元。

“喂，您好！我在报纸上看到你
们要义卖黄河大米，我要5袋30斤
的。”本报自13日开始推出黄河大米
义卖活动以来，得到了很多市民的
支持。在一星期的时间里，市民通过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微信留言等方
式预订黄河大米，每人预订数也都
在20斤以上，截止到20日下午，已经
预售出了400多斤大米，而且每天的
预订数量还在增长。

庆祝本报《今日商河》创刊一周
年，为回馈广大读者，13日起本报与
济阳县曲堤镇农户、残疾人夫妇张
传宝和李祝霞联合推出了济阳黄河
大米直销活动，为市民提供正宗的
新产黄河大米。

多日来，每天都有市民打电话
咨询如何领取已经预订的黄河大
米。“是你们给送货上门，还是我们
自己过去领，去哪领？”很多市民都
表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献爱心。

为了节省市民的时间，方便市
民领取，本报编辑部将在近期电话
通知已经预订黄河大米的市民，集
中于本周日上午9点—11点半到人
民公园领取大米。在此期间，若预订
市民没有时间前来，请活动后于合
适时间到商中路财富广场806室齐
鲁晚报·今日商河编辑部领取。

想要黄河大米的市民，可于本
周日前往人民广场现场购买。不方
便去现场的市民，也可以通过拨打
本报热线电话84888468，或通过微
信留言等方式进行预订，每袋20斤
或30斤，每斤2 . 6元，请一定要写清
楚预订的斤数、袋数、姓名和手机号
码，工作人员将电话通知各位读者
领取爱心黄河大米的时间。

相关链接：

张传宝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强直性脊椎炎和股骨头坏死等疾
病，李祝霞则因小儿麻痹症留下后
遗症，走路需要拄双拐。婚后，两口
子自强不息，卖起家乡济阳曲堤的
黄河大米。

素有“中国第一米”之称的黄河
大米，因黄河水有机化合物和多种
微量元素含量丰富,以及盐碱地改
良后的特种地质和昼夜温差大的特
殊气候等共同原因，蛋白质、氨基酸
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脂肪含量
低。并且其产品冰清玉洁，晶莹透
亮，蒸之煮之芳香四溢，黏香适口，
回味甘醇。

因种植面积连年减少，市场供
应量较少，市面很难吃上正宗的黄
河大米，市面上一些黄河大米也是
掺假较多。此次黄河大米公益义卖
活动的初衷是想让市民朋友在吃上
正宗黄河大米的同时，也可以帮助
张传宝一家销售大米，以解他们的
燃眉之急。

山大二院医生义诊

市民可接受免费检查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是百
年老校山东大学的附属医院，
是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
会委管医院，更是全国三级甲
等医院。

山大二院脑血管病的介
入治疗、肾移植、产科、泌尿微
创手术、妇科微创手术、消化
内镜等专业或特色技术在国
内或省内都处于领先水平，而
神经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
病、外科微创治疗的“神肾微”
特色优势也已初步形成，每天
都会有数以万计的病人慕名
而来，请山大二院的医生为其
进行治疗。

为了回馈广大商河人民，
本次公益活动中，本报“张刚
大篷车”邀请了山东大学第二
医院七个科室中的知名医生

前来为商河人民进行免费的
义诊活动。市民有什么关于健
康的问题，可以在周日上午九
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到人民公
园进行咨询，并且可以免费接
受一些常规检查。

“秋天是寒暑交替的季
节，由于气候干燥，冷暖多变，
人体一时难以适应，极易发生
疾病或引起旧病复发，尤其是
家中的老人和小孩。”山大二
院的医生说，入秋后市民需
要预防的常见病、多发病主
要有胃肠道、呼吸道、心血管
以及消化系统等疾病，“此次
参加义诊的医生们都是我们
医院中治疗这类疾病中的专
家。”

据了解，出席本次义诊活
动的专家主要有小儿外科的
马楠医师、普外科的丁印鲁医
师、脊柱外科的谯勇医师、神
经内科的王允医师、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的张杰医师以及皮

肤科的魏国医师等。

政府部门现场解答

市民疑难问题

此次公益活动中，本报还
邀请了商河县7个政府部门，
市民可将自己生活中遇到的
疑难问题现场反映给相关部
门，进行咨询寻求解答。被邀
请的部门主要有商河县自来
水公司、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商河县集中供暖管理
服务中心、商河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商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商河县供电公司、商河
县联荷电商。

此次被邀请的7个政府部
门所涉及的领域都是平时与
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随
着天气越来越冷，供暖即将进
入市民的生活，而供暖问题则
是商河县集中供暖管理服务
中心在负责。市民生活中若遇

到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供暖
问题，像供暖温度不达标、漏
水等问题，完全可以借助此次
活动现场进行咨询。

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很
多家庭都购置了汽车，而交通
安全问题以及交通常识、规
则就成了市民生活中比较关
注的问题。“我有一次一天之
内连续两次在滨河路那边扣
了分，至今我都不太明白为
啥被扣分。”市民刘先生说，
正好此次有机会可以和交警
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谈话，

“我可得把自己的疑问好好
问清楚，以免下次开车再扣分
了。”

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被
邀请的7个政府部门，前来参
加公益活动的都是工作比较
突出，业务比较娴熟的工作人
员，市民要好好珍惜此次机
会，解答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疑
难问题。

本本周周日日，，山山大大二二院院医医生生来来义义诊诊了了
商河县7部门来到人民公园，与市民面对面

29日，《齐鲁晚报·今日商河》即将迎来创刊一周年
纪念日，为了感谢商河人民对本报的大力支持，本报特
联合商河县新闻中心推出一系列的公益活动来回馈市
民。本周日上午，齐鲁晚报“张刚大篷车”将邀请山东大
学第二医院的知名专家来商河县人民公园为商河市民
进行义诊活动。《今日商河》编辑部邀请了商河县自来
水公司、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集中供暖管理服务中
心、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县供
电公司、县联荷电商前来接受市民的相关咨询。

本报记者 刘慧

现场邀请的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专家主要有：

邀请单位及解答的问题

张刚大篷车深入社区开展义诊活动。(资料片)

爱心黄河大米销售现场十分火
爆。(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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