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当无无棣棣海海盐盐遇遇到到中中草草药药…………
电热敷盐展示古法魅力，消炎镇痛，一个盐袋子能用200次

滨州无棣自古以来盛产海
盐，煮盐业十分发达，盐除了食用
价值以外，还有并不为人熟知的
药用价值。有近30年历史的无棣
精盐厂根据传统热敷原理生产出
了一种电热敷盐，让我们来一起
认识一下。

古法原理研发出电热敷盐

走进无棣精盐厂的生产研发
工作室，就看到一盒盒已经包装
好的电热敷盐，这些不同型号的
电热敷盐采用的都是同一种加热
原理——— 电力加热。无棣精盐厂
副厂长王连贞全程参与了电热敷
盐的研发过程，据王连贞介绍，热
敷疗法可扩张毛细血管、增加汗
腺分泌、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机体
新陈代谢的速度，对缓解腰酸背
痛、关节炎、慢性胃痛、腹泻、神经
痛、畏寒症等也有帮助。

“炒盐热敷是民间传统的理

疗方式，同时盐炒热外敷治病也
是很古老的中医疗法，在消炎、镇
痛、调节平衡等方面十分有效，热
盐的保温性、渗透性强，不仅能将
热温渗透体内，还能将体内的病
气、寒气吸出来。”

根据炒盐热敷的理疗原理，
无棣精盐厂自主研发成功电热敷
盐，另外一位主要研发技术人员
王风辉告诉记者，“电热敷盐使用
起来非常方便，接通电源即可加
热，包括车载电热敷盐在内全部
采用通电加热，改变早期“炒盐”
或此前热敷盐袋需以微波炉加热
的方式，操作更加简便。”

电加热，比以前方便多了

据了解，电热敷盐的外包装
袋是用棉麻制成，而内包装袋却
是由人工一针一线缝制起来的，
在原料的选取上，也是严格把关，
海盐是纯天然无污染的优级海

盐，经过粉碎、洗涤、脱水、烘干、
筛分 5道工序，然后经过质检与
中草药一起接受紫外线高温灭菌
消毒，“天然海盐具有消炎止痛作
用，而中药具有疏通血脉、祛除血
瘀的作用，两者结合在一块会达
到一个很好的疗效。”

电热敷盐在无棣当地有非常
大的认可度，很多人会选择使用
热敷盐的方式缓解一天劳动下来
的疲劳。“记得小时候，我爷爷一
有个腰酸背痛，就喜欢用热毛巾
热敷，后来自己做了个盐袋子，盛
上粗盐，自己炒热了热敷，疼痛就
减轻很多。”谭先生是土生土长的
无棣县人，儿时的记忆里就有了
用盐热敷的印象。“现在有用电加
热的产品了，不用像以前那么麻
烦，一个盐袋子可以反复用 200

次，简单好用多了。”
电热敷盐对长期伏案工作者

和长期体力劳动者有莫大的好
处，可以缓解肌肉疲劳、疏通血
脉。为读者推荐的本款产品由厂
家直供，同款产品其他电商平台
的售价均在200元以上，而晚报读
者独享的优惠价是180元，持读者
卡(信联卡)消费的读者还可享受
九五折优惠。

订购方式:1:拨打96706按2号
键或 96766按 3号键订购；2:登录
96706便民网(www.ql96706 .com)绿
色生活馆订购；3:泺源大街6号山
东新闻大厦一楼生活馆 ,电话 :
58763269。4:加齐鲁晚报读者俱乐
部微信(扫一扫本版右下二维码)

并注明“热敷盐+数量+姓名+电
话+送货地址”,我们会尽快联系
您，济南绕城高速以内免费送货
上门!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自
从有了96元的森林游年票，一点
儿不用担心景区门票问题，真是
无敌了！”4月21日，市民隋女士在
电话里高兴地说。她告诉记者，身
边几个朋友看到自己自打有了年
票之后出去玩得很爽，赶紧托她
也给订上了6张。

据了解，2014年森林游年票
是本报为了回馈广大读者，让您
享受作为晚报读者的“特殊优
待”，特联合山东森林游年票办公
室联合推出的。总价2558元的森
林游年票您只需要花96元就能轻
松搞定，可以尽情畅游省内的54
个景点啦。记者一算，54个景点各
玩一次的话，每个景点的门票才
合1 . 8元，真的是太便宜了！不仅
如此，这54个景区都是经过精挑
细选入围的，包括蒙山等在内的
国家级森林公园一共有17家，其
余景区有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
等也都是重量级的，难怪隋女士
和她的朋友这么爱不释手呢！

除了价格便宜之外，我们的
森林游年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无论您去哪个景点，都不需要随
身携带。因为年票采用的是最先
进的一证通电子检票管理系统。
也就是说，您只需通过验证码在
网上激活，激活后不用带年票，到
达景区时刷一下身份证就可以进
去了。

怎么样？有范儿吧，赶紧下手
吧！记者通过年票销售工作人员
了解到，自从3月底森林游年票推
出以来，已有近5000人成为了它
的忠实粉丝。此外，持本报读者卡
(信联卡)还能优惠哦，而且济南
市区绕城高速以内的读者购买2
册以上还可以享受免费送票上门
的服务呢！

订购方式:1 .拨打96706或
96766；2 .登录96706便民网订购；
3.现场售票地址:济南泺源大街六
号山东新闻大厦一楼生活馆,电
话:58763269。4 .加齐鲁晚报读者
俱乐部微信(扫一扫本文后的二
维码)并注明“森林游年票+数量+
姓名+电话+送货地址”,我们会尽
快联系您，济南绕城高速以内免
费送货上门!

有范儿，不用随身带票玩转54个景区

加俱乐部微信订购森林游年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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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给读者送福利，
联合本报 17个记者站，为
晚报的济南读者推荐各地
的 名 优 特 色 产 品 ，依 托
97606便民网，让大家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到山东各地
的名优特色产品。请看本期
由《今日滨州》为大家推荐
的啥好东西。

微 博 微 信

《今日滨州》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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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恍若入夏

今今晚晚雨雨来来风风急急，，气气温温也也嗖嗖嗖嗖降降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孟

燕 ) 这几天省城的天气非常
好，暖意融融，春暖花开。不过，
好天气将暂时告一段落，根据
济南市气象台的预报，这股冷
空气跟暖湿气流交汇，25日傍
晚到26日将给省城带来一场中
雨，局部大雨。

进入“谷雨”后，省城入夏
的脚步越来越快了。24日，济南
最高温达到28℃，不少市民都
穿上了短袖，在街头也有一种
热烘烘的感觉。

告别了这几天的晴天，从
25日傍晚起将迎来一段雨水连
绵的日子。根据预报，25日白天
风力较大，阵风6级，同时气温也
较高，最高温在26℃左右。25日
傍晚到26日白天将有中雨，局部
地区还有大雨，这场“迟到”的春
雨将缓解前段时间的干旱。不
过，降雨期间风力较大。

另外，伴随降雨，气温也有
较大幅度的下跌，这个周末气
温都比较低迷，26日最高温降
至20℃左右。从28日起，气温将

开始逐步回升。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

下：25日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
～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
15℃，最高气温26℃左右。25日
傍晚到26日多云转阴有中雨，局
部地区有大雨，东南风转北风3
～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左
右，最高气温20℃左右。27日阴
转多云，北风3～4级，最低气温
12℃左右，最高气温19℃左右。28
～29日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3
～4级，气温逐步回升。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尹
明亮 实习生 刘鹏) 24日，
济南、莱芜正式签署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框架协
议，将在就业创业、人才交流合
作、职业技能鉴定、社会保障等
四个方面推动济莱人社工作的
一体化进程，到今年年底之前
将采取10项相关措施，从今年
开始，济南莱芜两地大学生在
两地就业将享更多便利。

根据框架协议，济莱两地
将进一步简化高校毕业就业派
遣手续，已派遣回生源地(生源
地为两市)的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就业派遣期内在两市
实现就业的，无需回生源地就
业主管部门开具同意其到对方
城市就业的函，就业地就业主
管部门可直接凭报到证、网签
就业协议书派遣该毕业生至用
人单位。

根据两地协议，在就业信
息方面，两地正在筹建统一的
信息发布平台，分步推进两市
劳动求职、用工信息数据库整
合，第一步在各自就业信息网
上设立统一的“济莱协作区用
工求职信息发布专栏”，两专栏
之间实现地址链接；第二步开

发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推进
济莱两市用工信息发布一体化
将推行“一网注册、两网发布”，
用户在一个网站发布引进人才
优惠政策或登记招聘等相关信
息，实现两网同步发布。

济南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根据济莱两地的协议，
两地今后在招考‘三支一扶’大
学生时，将对两地的学生放宽限
制。获得“省优秀高校毕业生称
号”并符合除生源地限制以外其
他条件的两市生源本科及以上
学历毕业生，均可报考两市“三
支一扶”基层服务项目。

滨河南路

框架桥工程开建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宋磊
通讯员 黄盼阳) 4月23日，中铁
十局济铁公司承建的济南市滨河
南路下穿济西编组站、机务段整
备场框架立交桥工程正式开工建
设。工程建成后市民从市区到济
西国家湿地公园，将不必再绕行
经十西路，可节约20分钟左右的通
行时间。

据介绍，依据济南市小清河总
体规划，滨河南路下穿济西编组站
框 架 桥 工 程 采 用 三 段 框 架 桥 方
式，依次穿越济西铁路编组站五
场、机务段和一场，工程计划2016

年底竣工。

政务

济南莱芜人社系统将采取十项措施推动一体化

济济莱莱大大学学生生可可考考两两地地““三三支支一一扶扶””

气象

老东门将办

首届民俗美食文化节

本报讯 记者24日获悉，由济
南市民俗旅游文化产业协会主办，
济南市民俗艺术馆承办的以“民俗、
健康、时尚”为主题的“2014济南老
东门首届民俗（美食）文化节”将于4

月25日-5月3日在老东门(人民商场)

广场举办。 （王光营 尹娜）

本报讯（记者 蒋龙龙） 吃货
们有福啦！第四届北坦美食文化节
将于本月28日、29日在北坦广场举
办。据了解，净香园熟肉总店、荣氏
栗子、蒿家扒鸡、杨家干炸里脊等都
将参与美食节。

北坦美食文化节
28日开幕

资讯

C18-C19

休闲

本报4月24日讯(见习记者 王
皇 实习生 阮一峰 通讯员 李
靖 ) 记者从济南港华燃气有限公
司获悉，港华第二期天然气置换将
从本周六开始，为工业南路西段(长
途汽车东站至中建八局门前西侧)

原焦炉煤气客户置换天然气，涉及
105座居民楼，5504户民用客户和18

户工商业客户。
25日13：00，上述区域的焦炉煤

气将停止供应，24日晚8点石榴园小
区和玫瑰园小区已停气。

4月26日早7：30开始进行置换
工作，该公司将派专业技术人员按
工作程序入户进行天然气置换工
作，待技术人员操作完毕，市民签字
认可后方可使用。

本报讯(记者 梁越) 阳春四
月，又到了崔寨香瓜的上市之季，您
想品尝甜如蜂蜜的香瓜吗？本周末，
本报“张刚大篷车”邀您一起自驾车
到崔寨镇香瓜采摘园，让您一饱眼
福并大饱口福。

此次采摘的崔寨香瓜为伊丽莎
白品种，一直以口感好、色泽鲜、甜
度高而出名。

本次采摘活动时间为4月27日
(本周日)上午，您可拨打本报热线
96706126报名，报名时请注明人数，
具体时间与集合地点再另行电话通
知。采摘价格为每斤8元。

25日相关区域

将停焦炉煤气

周日自驾

去崔寨采摘香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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