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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城区养老服务中心院长付龙把孤寡老人当成自己的爷爷奶奶

用用爱爱心心和和细细心心为为老老人人筑筑““家家””

药品、非处方药、杀虫剂等新兴的潜在水污染物成美国人关注重点

安安利利益益之之源源净净水水器器成成为为首首个个获获得得NNSSFF//AANNSSII 440011号号标标准准认认证证品品牌牌
新的净水行业标准要求额外去除饮用水中15种污染物

近期，一项代表由NSF国际委
托进行的独立调研发现，63%的美
国人担心饮用水中有药品和其他
污染物 。NSF国际是提供有关水
质和食品安全的全球性认证和测
试机构，被世界卫生组织(WHO)指
定为全球饮用水安全和滤净合作
中心。为此，NSF /A NS I 4 0 1 号
(ANSI：美国国家标准学会)饮用水
处理新标准出台，15项新的“潜在
污染物”被纳入检测范围，这些污
染物包括药品、非处方药、除草剂
和杀虫剂。安利公司旗下益之源净
水系统成为首个获得此认证的品
牌，可去除所有上述15项污染物。
益之源也是首个获得NSF/ANSI第

42号、53号、55号和401号标准认证
的净水系统，证明其在水质、口感、
安全性方面获得全面认可。

“最新的认证是针对益之源品
牌能够持续有效地去除水中微量
污染物的独立认证”安利(Amway)

全球家居品牌总监米切尔·优百特
斯(Mitchell Urbytes)在NSF发布新
标准时表示，“该认证也为我们的
客户带来更多的信心和信任，再一
次印证了他们为自己的家庭做出
了非常明智的选择。”

NSF全球用水项目国际业务
发展总监里克·安德鲁(Rick An-
drew)表示，尽管目前行业还没有意
识到这些微量污染物对健康的负

面影响，但是多数消费者都希望自
己和家庭尽可能拥有最高品质的
饮用水。NSF/ANSI 401认证标准
是由NSF国际联合委员会中负责
饮用水处理的相关成员和研究内
分泌干扰物、药品及个人护理用品
的NSF工作组与其他相关行业专
家、学者和监管人员共同合作制定
的，旨在于帮消费者确认净水系统
的性能。新标准对可以去除潜在污
染物的净水系统提出了要求，且要
求去除的污染物最高可达15个，已
公开发表的研究中已经证实饮用
水中存在这些污染物。

安利“益之源净水器”凭借其
核心一体化紫外线滤芯设计，藉由

四重滤净过程，将水中大型粒子、
微粒、污染物、细菌、病毒高效去
除。一体化紫外线滤芯匣由褶状前
置滤网、高密度活性炭滤芯、触发
式紫外线灯管结合而成，可有效滤
除水中140多种污染物，去除小至
0 . 2微米的微粒，改善饮用水的口
感、气味和清澈度，且可保留水中
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位于紫外线
滤芯匣中央的触发式紫外线灯管，
对水中细菌与病毒的杀灭率高达
99 . 99%。此外，“益之源净水器”还
拥有划时代的eCoupled无接触电能
传导技术，将紫外线灯管与水，水
和电源完全隔绝，净水过程水电分
离、安全可靠。

“细心”、“耐心”是
滨城区养老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对付龙的一致评
价，作为院长，付龙以身
作则，将每一位老人当
做“掌中宝”，用细心、耐
心感化每一位老人，为
老人筑起一个温暖的

“家”。

文/片 本报记者 王领娣

付龙(右)在工作之余
就会陪老人聊天。

邹平县长山镇
开展廉政建设

本报讯 今年以来，长山
镇计生办以廉促政，三项措并
举，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活
动。

抓学习，增强风险防控意
识。计生办全体工作人员认真
学习关于党风廉政建设一系列
文件精神，做到党风廉政建设
学习制度化、常态化，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造氛围，强
化社会监督。设置廉政公开栏，
在办公室内悬挂廉政标语，购
置图书，设置廉政书架，在廉政
公开栏内公开廉政承诺和监督
投诉电话，强化社会监督。强服
务，打造阳光计生。通过镇、村
人口计生公开栏、宣传栏，对政
策法规、办事程序、优惠政策、
工作纪律、相关法律法规等公
开公示，全面实行首问负责。同
时，广泛宣传人口计生政策法
规，推进“阳光计生”、“诚信计
生”、“廉政计生”活动，切实打
造群众满意基层站所。

(段振强 )

邹平县魏桥镇
推进人口服务

本报讯 邹平县魏桥镇采取
三项措施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均等化服务，有效提升全镇流动
人口管理服务水平。

一是宣传均等化。加强流动
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利用
黑板报、宣传栏、宣传单等载体宣
传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流动
人口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免费
计生技术服务项目，充分体现党
和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关爱。

二是管理均等化。建立统一
的流动人口统计制度，调查核实
流动人口底数，建立流动人口电
子档案，对流动人口进行信息化
服务管理。

三是服务均等化。通过镇村
计生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调查，掌
握流入已婚育龄妇女总数，为流
入已婚育龄妇女提供免费的生殖
健康检查服务，建立流动人口个
人生殖健康档案。镇计生流动办
积极开展政风行风评议和窗口单
位建设工作，提高为流动人口均
等化服务的能力。

(孟凡文)

◆化解父子心结老人送来感谢信

“用陪伴来充实老人的生
活，让他们没有空闲时间胡思
乱想，是消除老人寂寞感的最
好办法。”付龙说，我们为老人
提供了棋牌室、书画室、乒乓球
等，节假日还会组织联谊晚会，
老人根据个人的爱好选择自己
喜欢的活动，“对于不喜欢外出
的老人，就安排工作人员与他
们聊天。”

在付龙的办公室，记者看
到了一位老人在12月11日写的
感谢信，谈起这封感谢信的来
由，付龙说，从这封信就能感受
到老人的变化，“孙爷爷脾气有
些古怪，人很执拗，他儿子为此
事跟他关系不好，因为他儿子
日常工作忙，所以将老人送到
了我们这里。”付龙介绍，孙爷
爷刚来的时候每天都是抱怨，

与别的老人相处不好，“他一直
不理解子女的做法，看到老人
每天处于这样的状态下，我也
很难受，每天一有空就会跟他
讲道理劝他。”

终于有一次在登记老年人
信息时注意到孙爷爷的生日快
到了，付龙灵机一动：“与儿子
的心结是老人不高兴的主要原
因，趁着这次生日要将父子俩

的矛盾化解开。”于是，付龙多
次联系孙爷爷的儿子，但他在
外地出差无法赶回来，付龙又
帮他出主意，最终孙爷爷的儿
子在孙爷爷生日当天从外地赶
了回来，并精心为老人准备了
礼物，孙爷爷看到这个场景，感
动得不行，最终双方倾吐了各
自的缺点，多年的心结终于化
解开了。

味道浑厚绵柔不拉嗓子

扳扳倒倒井井··玛玛咖咖酒酒盛盛装装上上市市直直奔奔滨滨州州
28日，“喝出您的健康”扳

倒井·玛咖酒大型系列新品发
布会及品鉴会、经销商洽谈会
在淄博饭店隆重举行，来自全
省的酒水经销商和媒体代表们
现场见证了扳倒井·玛咖酒的
盛装上市。

据介绍，扳倒井·玛咖酒是
山东柏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和
山东扳倒井集团专门打造的保

健白酒。它既保留了玛咖本身
的营养功效，同时兼顾了扳倒
井白酒独到的醇香口味，入口
绵柔，适度回甘，实为注重营养
保健人士酒饮品的最佳选择。

“闻着味道特别浑厚，味道持
久，喝一口感觉绵柔，不拉嗓
子。”这是一位经销商代表品尝
过玛咖酒后的真实感言。

发布会现场通过宣传片，

向各经销商和媒体代表全方位
立体化的展示了玛咖酒的功效
和好处，扳倒井·玛咖酒创始人
荆树仲介绍说，扳倒井·玛咖酒
在充分尊重保健酒酿制工艺的
前提下，将固态发酵与物理泡
制工艺相结合，最大限度保留
玛咖的原生态营养价值。因此，
扳倒井·玛咖酒具备补肾养身、
提高生命活力、消除疲劳、改善

睡眠、平衡内分泌等功效，享有
“男人的发动机、女人的美容
院”的美誉。

正值年末岁首之际，扳倒
井·玛咖酒的上市，无疑将成为
走亲访友、馈赠老人的最佳礼
品。在会上，扳倒井·玛咖酒创
始人荆树仲特别推出一系列的
新品促销及现场招商活动。

本报记者 张爽

◆春节要陪孤寡老人一起过

采访中付龙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是，细节体现爱心，对
待 老 人 我 们 一 定 要 多 看 一
眼，多问一句，多跑一趟，用
爱心、耐心、细心、诚心、热心
去照顾每一位老人，他是这
么说的，也带领他的团队做
到了这一点。

在付龙的笔记本上，

记录着工作总结，不断推进
养老服务工作，“有些老人是
特别爱干净的，就拿毛巾说，
我 们 擦 桌 椅 、擦 床 、擦 卫 生
间、擦茶具的毛巾都是分开
的，而且毛巾的类型、颜色各
不相同，每周定期消毒。”

除了在细节方面，付龙
还特别注意老人的心情，节

假日除了组织节目演出，付
龙 还 尽 可 能 融 入 到 老 年 人
中，倾听他们的心声，分享自
己 开 心 的 事 情 。“ 这 两 年 春
节，大部分老人会被家人接
回家过年，但仍有一部分老
人无法跟家人团聚，在这么
重要的节日里，如果没人陪
他，老人难免孤单。”付龙介

绍，每次过年他都会组织不
能回家过年的老人一起观看
晚会，一起吃年夜饭，“等到
八九点钟，老人们睡下了，我
再赶回去陪家人过节，家里
人也都能理解。”

付龙说，我就是想让每
一个在这里的老年人都能安
享晚年，享受到家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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