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养院医生上门做心理疏导
见张彩虹这么小就得这种病，许多市民都想帮帮她

本报聊城 4 月 27 日讯(记者 邹
俊美)东昌府区八甲刘乡宏伟村的 17
岁女孩张彩虹患多发性骨髓瘤，因为
没钱看病现在只能靠吃止痛药支撑。
本报 27 日报道后，引起诸多读者关
注，许多市民都想帮帮她。聊城宁养
院医生当天还上门给张彩虹做了心
理疏导，并给她带去喜欢看的书。

张彩虹患骨髓瘤 3 年多了，腰部
长了一个西瓜大小的肿瘤，已经在床
上躺了一年多，因为没钱治疗只能靠
吃止痛药支撑。27 日，不少读者拨打
本报新闻热线 8451234 要张彩虹家的
电话号码，有的想过去看看她，有的
想给她捐些钱。

27 日，聊城宁养院医生一行 4 人
上门给张彩虹做心理疏导，还带去了
她喜欢看的书籍，张彩虹接过书后爱
不释手。聊城宁养院主任高杰和负责
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医生姚荣跟她
聊天，帮她做心理疏导。聊天中，张彩
虹先是对医生的到来感到惊喜，脸上
一直挂着笑容。聊到自己的病情时，
她转喜为悲，眼含泪水。在与医生的
深入交流中，张彩虹哭了起来。高杰
说，通过聊天让她把负面情绪释放出
来，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高杰说，他们两个月前就开始给
张彩虹做治疗，平常的病人都是一个
月复查一次，因为张彩虹年龄小，平

常又经常没人照顾，宁养院的医生两
个月来去过张彩虹家三四次。“多发
性骨髓瘤到后期会很疼，张彩虹所忍
受的痛苦是很多成年人都无法忍受
的。”

因为害怕张彩虹知道自己的病
情会承受不了，家人一直瞒着她，但
是她在网上查过，对自己的病情有了
一些了解。高杰介绍，很多病人家属
不想让病人知道自己的病情，以免胡
思乱想，增加心理负担。有时即使不
说，病人也能猜得到，所以与其隐瞒
病情，不如让病人勇敢面对。张彩虹
心态很好，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她说

“既然得了就要勇敢面对”。
宁养院主任高杰给张彩虹做心理疏导时，她哭了起来。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如果说 2011 年，智能电视在市场上刮起了一阵普及狂潮，那么，2012 年就是正式进入一个属于云电视的时代。在今年刚踏入春季不久，国内外各大电
视品牌纷纷推出新品，云电视品类占据主流。虽然彼此在应用上存在着不少共同点，但是全球首创主张全家人健康管理理的“创维云健康电视”，在市场上反
应最为热烈，深受消费者喜欢。

创维云健康电视热卖和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为此，本报记者与我省五大家电商场负责人做做了深入交流，让他们带领读者
走进“创维云健康电视”的天地。

聊城家电业风云人物齐推创维云健康电视
负责人称：健康管理、无边设计、语音博士等独特优势折服消费者

创维云健康电视：科技领先 管理全家人健康
健康是消费者最迫切的需

求，对于家电产品也是如此。
在彩电行业，大家都知道创维
电视历来主张的健康理念，陆
续应用到众多健康技术，例如
六基色图像处理技术、屏变技
术、不闪式 3D 等等，时至
3C 融合时代，创维再次推出
“云健康电视”，再次强化其
“健康美妙生活”品牌主张。

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
大、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社
会中，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
群越来越多，而他们却对自
己的身体状况知之甚少。正
是因此，创维与权威医学机
构共同研发的云健康系统才
应运而生，云健康电视也才
能上市不久就能迅速领跑市
场。

创维云健康电视的应用当
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能够帮
助用户实现体重、脂肪、血
压、视力、色盲和心理等六大
健康指数的实时检测。根据
这六大测试进行不同组合，
并为用户提供家庭四大健身
计划，包括宝贝成长计划、
爸爸健身计划、妈妈瘦身计
划和父母保健计划，一家老小

全部受益其中。
此外，创维云电视中具有

跑步、瑜伽、乒乓球等健康运
动项目，通过语音博士直接搜
索运动项目，足不出户便能进
行各种健身运动，塑造强健体
魄。

五一期间聊城百大三联将
全力主推创维云健康电视，关
注消费者健康。

创维云健康电视：人机交互 科技最领先

在技术发达、消费者需求
多样的年代，各电视厂商都在
新技术的研发上下苦工。其
中，创维云健康电视在技术应
用上拔高一筹，而这些新的应
用正好迎合了当下消费者的
需要。

创维此次在本商场主推

的三大系列云电视，是消费者
健康的守护神，能对个人身体
健康进行检测，让消费者随时
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此外，
创维云健康电视更是具有“语
音博士”的应用。语音博士以
云计算和语音识别为技术基
础，通过语音实现人机交互，

创先在云电视上实现语音遥
控、语音搜索、语音百科、声纹
识别、方言播报等多种交互体
验，能做到有问必答。此外，语
音博士还能利用云端资源，查
询实时天气、日期等，甚至可
以给用户讲笑话、教做菜、进
行在线翻译，是家庭生活的好

助手。
家里有独居老人，孩子在

牙牙学语，创维云健康电视便
是最好的学习导师和生活伴
侣。

临清三联已经备足创维
云健康电视货源，欢迎消费者
前来选购。

创维云健康电视：用户追捧 市场最火爆

自创维云健康电视新品上
市以来，我就有预感这将会在
云电视领域掀起一股抢购风，
将引爆市场的消费热潮，因为
它真正的将云电视的优异之处
发 挥 出 来 。果 不 其 然 ，新 品
E700S 在我们商场上市才一个
月，就迅速走红，早早进入热销

状态，深受消费者喜爱。
近日，创维第四届万人大

团购活动在轰轰烈烈的开展，
以“云健康”旗舰新品 E700S
为主力产品，赢得了消费者追
捧。团购活动中，E700S 的预定
数量超过 50 万，到本商场体
验、购买的人也络绎不绝。

据我们商场的销售人员反
映，很多消费者都对创维云健
康电视新品 E700S 非常喜爱，
对它的外观、功能、画质都相
当的惊奇和满意。消费者表
示，创维云健康电视不仅是高
端的云电视，也是最温馨的

“家庭一员”，人性化设计让它

具备了“家庭医生”的职能，人
机互动的科技让它成为家人
的生活伴侣。基于这些原因，
它的热销也不足为奇，并且我
可以预测它在五一的市场上销
售将更火爆，茌平三联电器也
准备了充足的货源备战五一市
场。

创维云健康电视：无边硬屏 外观最炫动

如今，消费者挑选电视除
了关注品质，工业设计也是很
重要的考虑因素。云健康电视
E700S 采用目前超前沿极致窄
边设计，边框仅 7 毫米，搭配白
色背板在视觉上给人带来强烈
的冲击力，具有黑亮光泽的屏
体更使得整个电视机看起来较

具品质感。
不仅如此，E800A 系列则

采用全新“无边屏”体设计，三
面无边，整体浑然一体，超越空
间界限无限延展，由内至外带
给用户更极致的 3D 视觉体
验。

对于追求生活品质的消费

者，极致窄边或无边硬屏的外
观具有颠覆陈规的吸引力。首
先，屏幕尺寸同样大小的液晶
电视，无边硬屏产品占用的平
面空间更小，更符合壁挂电视
的潮流；其次，时尚简约的无边
硬屏，能够与不同风格的家装
环境融为一体。

无边硬屏是不闪式 3D 技
术中的高端产品，无论从外观
的简约时尚感，还是更好的还
原视觉的真实感、立体感，无边
硬屏产品都体现着未来的发展
潮流。五一期间阳谷三联将大
力推广创维云健康电视，让您
智享无边世界。

创维云健康电视：创新不止 产品最齐全

在我们家电商场人的印象
中，创维在技术开发和新品研
发领域最为领先，电视的很多
理念和技术也是由创维率先推
出，新产品的开发也给消费者
带来最贴近的使用感受和最意
想不到的效果。

此次，我又很欣喜的看到

创维将云电视的标准再度升
级，一举推出 E700S、E750A、
E800A 三大系列 11 款云健康
电视，各有特色，但又具有相同
的健康功能、人性化设计和智
能领先等特点。在这三款产品
中，E800A 和 E750A 系列旗
舰产品，配置了 Android4 . 0 操

作系统；三大系列产品均具有
“语音博士”功能，在任何通道
下均可通过语音实现人机互
交；全部标配不闪的 3D ，配备
超窄边或无边屏、云互交、双向
单芯片数字一体机等众多领先
的高端技术或应用功能。

三大系列新品的面世，不

管是云健康、语音博士还是无
边屏的应用，都证明了创维积
极创新，将最新技术融入产品
中，坚持以用户体验为导向，
适时开发出消费者需要的产
品。冠县三联向您力荐创维云
健康电视，欢迎您到冠县三联
选购。

少女患骨髓瘤疼得打滚

没钱看病只靠吃止痛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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