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法律、理财……贴心服务送上家门口

本报记者社区行来到大官苑
本报 1 0 月 1 7 日讯

(记者 季善文)15 日上午，

本报“齐鲁晚报记者社区

行”走进了大官苑社区，

为老年读者带去法律、医

疗咨询服务。现场，数百

名老年读者与医疗、法律、

理财专家进行了面对面交

流。

刚吃过早饭，社区的群

众就早早来到社区广场。临

沂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刚刚
挂起横幅，摆好桌椅，桌前

已有多位市民排队等候。很

多人来咨询高血压、腰腿疼

等方面的医疗问题，现场医

生都耐心细致地给予每—

位咨询者详细的解答，并提

出用药、休息、手术等不同

的注意事项。

而在山东品众元律师

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桌前，有

些老人也前来咨询遗产处

理、婚姻、家庭、赡养扶助等

方面的法律知识。两位律师

运用自己丰富的法律知识

和法律业务经验，针对老人

的实际情况，给予了耐心细

致的解答。

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

的理财师桌前不光吸引了

老年人，一些年轻人也赶到

现场，询问最近有什么不错

的理财产品，三位理财师都

热情地给出了解答。

“这样的咨询交流太难

得了，真是没想到，告别草
房住进了高楼，还能免费看
病咨询律师。”81 岁的刘景

芝老人对记者说。

活动不但赢得了现场

老年读者的普遍赞誉，南坊
街道和大官苑社区的领导

也对此大加赞扬。大官苑社

区党委副书记王孝臣说，齐
鲁晚报适时在社区为老年

人提供咨询，真正是人民的

报纸，这是对社区居民最大

的关心，希望以后能多搞一

些这样的活动。

“这样的活动

搞得越多越好”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

者 张帆)本报记者社区行活

动不仅得到了广大社区读者

的关注，也得到了社区领导的

支持。大官苑社区党委副书记

王孝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

表示：“这样的活动，搞得越多

越好！”

王孝臣告诉记者，大官苑

社区是一个以还建工程为主

的社区，居民大部分都是原来

旧村改造后的农民，从常识的

角度来讲，普遍在医疗、法律

方面存在着盲区，关于投资理

财方面更是陌生，这次的活动

为社区读者，尤其是老年人进

行了一次“扫盲”。

“我们特别欢迎这种服

务性的活动，真希望晚报能

经常走进社区，我们将全力

进行合作，一起为居民服

务，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最专

业的医疗、法律等方面的咨

询。”王孝臣说。

“巴黎春天”

送 2 万元代金卡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

者 吴慧)为了让更多老人弥

补没有婚纱照的遗憾，今年重

阳节，临沂巴黎春天婚纱摄影

店为大官苑的老人送来 2 万

元的代金卡。

据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

徐明总经理介绍，巴黎春天主

要是拍摄婚纱照，近年来来店

补拍婚纱照的老人特别多，有

的老人是因为结婚时条件不

好没有拍摄结婚照而来补拍

的，有的是适逢金婚、钻石婚

等结婚纪念日来拍纪念照的，

也有的是儿女将此作为礼物

送给父母。

徐明总经理称，今年重阳

节前夕，本店特意精选了 20

张代金卡送给老年朋友，每张

卡面值 1000 元，凭此卡可以

抵 1000 元现金使用。

大官苑小区王大爷告诉

记者，今年恰逢他和老伴钻石

婚，他们打算拍婚纱照纪念一

下。有了巴黎春天送的代金

卡，还可以节省不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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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郇

恒吉 娄雅哲)重阳节前夕，本报

“齐鲁晚报记者社区行”走进了大官

苑社区，来自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

为社区居民进行了免费查体，并提

供医疗知识方面的咨询，得到了众

多老年朋友的一致好评。

进社区活动得到了社区居民的

广泛认可，前来查体的人络绎不绝。

住在 4 号楼的曹大爷在量血压时，

被医生告知血压偏高。曹大爷说：

“以前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吃了一

点药。后来再没量过血压，也不知道

效果怎么样。”医生为他开了另一种

降压药，并告诉他应当经常测量血
压，检测服药效果。平时饮食中应该

少放些盐。

张大爷告诉记者，医疗专家走

到了家门口送服务，给他们带来了

方便。

市人民医院南医疗区办公室主

任陈兵告诉记者，老年人需要定期
体检，但常常被忽视，这给健康带来

潜在隐患。他表示，他们会继续与晚

报合作参加类似义诊活动，服务广

大老百姓。

免费查体送上门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吴

慧)10 月 15 日，本报开展了“齐鲁晚

报记者社区行”特别活动，山东品众

元律师事务所的两名律师为近百位
老人现场答疑解惑，受到百姓欢迎。

15 日上午，张女士早早来到大

官苑咨询活动现场，张女士称，她

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弟弟已经

40 多岁了，精神上有点问题，一直

没有结婚生子，家人现在很是担

心，万一有一天母亲不在了，谁来

照顾弟弟？

韩非律师建议张女士先给弟弟

做一下精神鉴定，如果张女士的弟

弟精神上有问题，张女士的母亲去

世后，法院将根据情况为她弟弟指

定一个监护人。

从现场咨询的情况看，记者发
现，遗产继承、拆迁纠纷、赡养纠纷
和婚姻等这几方面的法律法规是老

年朋友的普遍关注和询问的重点。

短短一上午的时间，山东品众元律

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先后为近百人

提供了现场解答。

现场答疑受欢迎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崔

洪英)本次重阳节记者走进大官苑

社区，本报“小崔帮办”栏目也来到

现场，与社区居民现场交流，一上

午，有 20 多位居民前来找记者帮

办。

住在小区 9 号楼的郝大爷先走

过来问：“我儿子两年前卖给一个远

房亲戚一辆面包车，当时什么过户

类手续都没办，双方只是一起写了

份转让协议，如果车子出事要不要

我儿子负责啊？”记者告诉郝大爷，

如果没过户而这辆车出事的话，这

个责任还是要原车主承担的，所以

要赶快提醒他儿子与买车者到车管

所办理过户手续。

5 号楼的李先生提出，小区内有

许多下岗、失业以及待业人员，他们

都希望再就业，希望记者帮忙联系

为居民找到合适的工作。

对于居民反映的问题，能现场

回答解决的，记者都给予了解答。对

于现场不能解决的问题，记者一一

做了记录。

“小崔帮办”人气旺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刘遥)“要不是这次社区行，我还真

不知道怎么取出剩下的钱呢。”10

月 15 日，在本报组织的“齐鲁晚报

社区行走进大观苑社区”活动中，

银行工作人员为刚参加工作的小

李解决了麻烦。

小李说，她在外地上大学时，申

请过一张银行的信用卡，信用额度

为 3000 元。为了还款时方便，小李就

不定期往里面存款，先后存了几百

元。大学毕业后，她想把这些存款取

出来时，当地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她，

信用卡已经过期了，没法取。这令她

很困惑：“难道信用卡过期了，存在里

面的钱就拿不回来了么？”

招商银行临沂分行的理财经理

王平绪说，小李当时办理的是Young

卡学生信用卡，而现在她已经不再

是学生，所以无法续卡。但她可以续

办一张普卡，或者把 Young 卡上的

钱转到另一张招商银行借记卡上。

“续卡后，余额会转到新卡上，钱就回

来了。”王经理说。

俺的“死钱”又活了

对话>>

健康

法律

帮办 理财

▲法律咨询 记者 徐升 摄

▲免费查体 记者 展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