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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6日讯(见习记者
张朕宇) 16日上午，由本报与山
东铝业公司医院、南定镇工会联
合举办的“把脉基层·健康群众”
大型公益巡诊第一站来到了张
店南定镇崔军村。

上午8时30分，医院的准备工
作都已完毕。两顶帐篷，一条横
幅，三张桌子，外加专门设立的
一间心电图检查室，专家们和医
护人员亲手安置好现场，在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为村民
们提供便捷的问诊服务。

正逢崔军村的大集，闻讯
而来的村民们很快将小小的义
诊点围拢，现场瞬间热闹起来。
村民根据自身情况，有序地在
各个科室的桌前就诊、问询。

医院带去了心电图机、血
糖检测仪等设备，由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组成的
内科、外科、中医科、儿科、皮肤

科、疼痛理疗科等6名专家及十
几名医护人员为村民进行了义
诊咨询和健康指导。义诊为村
民测量了血压 ,进行了心电图、
彩超检查和血糖检测，并现场开
处方，以及与医院对接的优惠活
动。据不完全统计，活动当天就
有300余村民前来咨询问诊。

“长期以来，全国范围内各
地基层医院底子薄，医疗水平
有待提高，社会医疗资源‘上强

下弱’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也导
致了基层百姓看病难的问题突
出。”山东铝业公司医院一位部
门负责人表示，本次基层巡诊
活动，旨在为就医不便的村镇
居民送去便利，通过安排各个
科室专家直接入乡义诊，缓解
基层群众看病难问题。据悉，此
次活动第一阶段将走进张店区
南定镇15个乡村社区，时间持
续到11月底。

330000余余居居民民崔崔军军村村赶赶健健康康““大大集集””
山铝医院6名专家为百姓提供便捷服务，近期将走遍15个乡村社区

昨日，蟹都汇“探蟹团”前
往阳澄湖捉蟹

9月17日全国上市
中秋、国庆双节之际，食客们

最为关心的莫过于大闸蟹的长势
和今年中秋能否如期吃上大闸
蟹。发布会上，蟹都汇大闸蟹全
国连锁市场总监黄晟昱对此进
行了详细的介绍，他说，几个月
前，蟹都汇就派出了100多名蟹
探，前往太湖、阳澄湖、高邮湖、
洪泽湖等10几个地区，与蟹农进行
深入沟通和了解，并到湖里抽样检
查，汇总今年的大闸蟹生长情况。

今年的大闸蟹与往年不同的
是，个头相对适中，肉质肥美。今年
天气好，给大闸蟹的生长、蜕壳、发
育带来的是难得的生长良机，品质
绝对一流。

每年大闸蟹开捕时间都在9月
10日左右，而今年中秋节是9月27

日，开捕时间比去年晚了一周的时
间，目前，大闸蟹已经完全长成。今
年9月16日全面开捕，17日大闸蟹将
在全国170多个城市，300多家蟹都
汇专卖店全面上市。

亲眼见证

探蟹团即将捉蟹

有些消费者以为“只有阳澄
湖蟹才能称为正宗的大闸蟹，才
能称其为优质蟹，其它的蟹只能
讲是螃蟹或河蟹”。其实这种说
法是有误区的。

据记载，阳澄湖并不是高品质
大闸蟹的唯一产地，只要生长环境
符合条件，其它区域一样可以生产
出媲美甚至超过阳澄湖品质的大
闸蟹，长江水系的其它区域同样也
能产出优质的大闸蟹。

在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年
大闸蟹个头偏小，数量增多，个小
的蟹会不会不如大蟹口感好？对
此，上海水产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吴

常产回答说，大闸蟹的大小取决于
湖里投放的蟹苗的密度和吃的食
物，只要蟹苗质量高，水质好，料好
不管蟹大蟹小，口感都一样。由于
今年天气好，大闸蟹的生长环境很
不错，长势很好。蟹都汇今年的大
闸蟹全部来自长江水系，优中选
优，选择生态环境优良的产区进行
采购，并监督和抽检蟹农养殖，能
确保品质。

“我就是想让市民吃上正宗
蟹，放心蟹，绝不以次充好、以假
充真。”黄晟昱说，他卖蟹多年，
对市民不敢有一丝敷衍。为此，
今年再次邀请媒体和市民以及

公证员去探蟹。

诚信经营

用行动征服消费者

近年，市场上出现了太多名
目的大闸蟹，鱼目混珠，其中不
乏假冒伪劣。一些不法商贩趁机
以假乱真、扰乱市场的环境，2008

年5月份，蟹都汇全国市场总监
黄晟昱和几位股东创办了上海
蟹都汇全国连锁机构。

创办的宗旨有三：其一，让全
国的消费者花钱能买到放心蟹、明
白蟹，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不懂而上
当受骗。其二，为养好蟹的蟹农能
提供一个卖上好价的交易平台。其
三，同时为全国一些有志青年愿意
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梦
想，提供一个创业平台。

七年来，蟹都汇的足迹遍布全
国170多个城市，坐拥300多家专卖
店，蟹都汇推出的全国通兑的礼券
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喜爱，
今年，为了转化消费模式，蟹都汇
还开发了“蟹都汇美食”微信平台，
可以完成一键下单的功能，全国拥
有50万的粉丝量。

如果说七年前蟹都汇创造
一个传奇，那么七年后蟹都汇已
经成为行业标杆，不管蟹业市场

如何大浪淘沙，蟹业道路如何任
重道远，蟹都汇全国市场总监黄
晟昱表示：蟹都汇坚持以诚待
客、诚信经营。

礼券发售

真情好蟹尽在蟹都汇

真情好蟹一直是蟹都汇品牌
的核心理念，蟹都汇为消费者提供
了一个买放心蟹的平台。年年召开
新闻发布会，代表了蟹都汇品牌的
高度和力量。

发布会上，全国市场总监黄晟
昱正式宣布，2015年升级版大闸蟹
礼券已经销售，各种礼盒包装也与
往年不同，设计进行了升级。

蟹都汇礼券的贴心之处在于：
蟹都汇帮您养蟹，保证鲜活、正宗
且品质优良，您想吃的时候凭礼券
来专卖店现取，也可以打一个电
话，免费送蟹到家。

蟹都会郑重承诺：一券在手，
全国通兑，免费送货，品蟹无忧。

送蟹都汇大闸蟹，送去的是
一份尊重，一份健康，一份传统，
一份文化。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
来。九月的大闸蟹黄多、膏满，肉
厚、脂嫩，让人爱不释手，让人垂涎
三尺！蟹都汇与您相约在九月。

大大闸闸蟹蟹中中秋秋如如约约而而至至 蟹蟹票票正正在在预预订订中中
蟹都汇在苏州召开行业新闻发布会

山铝医院专家送健康到家门前，村民看病方便又放心

““免免费费上上门门看看病病，，还还是是头头回回遇遇到到””

此次参加义诊的专家团队
一点儿也不含糊，全是医院里
的业务骨干。“大娘，您这是腱
鞘炎，平时要注意保持休息，不
能太劳累。”疼痛理疗科的彭昕
大夫给一位患者做了简单的揉
捏，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彭大
夫一上午接待了30多位前来问
诊的患者，面对一些身体活动
起来不太方便的老年患者，他
都是扶着老人就坐，并为他们
做一些简单的按摩。

给别人测量血压看起来是
一件比较简单的事，但是王萍
护士跟同事一上午都没有休息
片刻。“我大致做了个统计，这
一上午给五六十个人量了血
压，测血糖的也有将近三十人，
这是我在医院时每天工作量的
好几倍，虽然累，但能帮助那么
多的百姓解决问题，自己也挺

满足的。”
由于年纪大了，很多老人

的子女又不在身边，因此外出
看个病也有困难。“平时小灾小
病的忍一忍就过去了，得了大
病就犯难。”60多岁的老周告诉
记者，儿子一家在外打工，平时
就跟老伴两个人在家。“我这膀
子疼了挺长时间了，也一直担
心这个事儿，医生给我诊断了
以后，我也就放心了，平时多做
一些按摩有好处，不能太劳
累！”

“老头子去世好几年了，儿
女在外忙，就我自己住。”72岁
的李大娘告诉记者，自己身体
还凑合，“人家医生给我测了血
压，做了心电图，说我身体挺好
的！”“医院里这么多医生一起
上门给我们来看病，我还是头
一回碰上！”

“大爷，平时吃着治疗冠心
病的药吗？”内科的马琨珉副主
任医师趴在78岁的李大爷耳边
问他，李大爷耳朵听力不好，交
流起来略有困难。“秋冬季节，
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饮食，该
吃的药一定别断了，到了您这
个年纪，需要长期保持啊！”得
知李大爷平时一个人在家，出
门不是很方便，马大夫又给他
做了详细的检查，并开出了几
种药物。“这几种药都不贵，去
药店都能买的到。”

“每天泡泡脚是个好习惯，
但是不能再抹愈裂霜了。”皮肤
科的司嵘副主任医师检查了孙

大爷的脚以后对他说。70多岁
的孙大爷每天泡脚的习惯已经
坚持了20多年，但近几年来脚
面发干起皮，有时疼痛难忍。

“现在你的脚需要保湿，上了年
纪人体中水分流失得快。”

活动现场，医生们还办起
了健康讲座，向村民传授医疗
常识。如马琨珉医生为老人们
讲了一些秋冬季节预防感冒的
知识，并告知大家年纪大了以
后，及时就诊的必要性。“

此外通过抽奖活动，村民
们也获得五折的优惠卡和百元
优惠券，据了解，村民凭此卡可
享受多次免费治疗。

本报与山铝医院举办大型公益巡诊活动，医疗专家亲
自上门为村民看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居民看
病难、看病贵的现状，更为他们带去了方便和关心。现在正
值秋季，天气逐渐转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发病增
多。针对这些现象，医院在此次义诊中也做出了科学安排，
更好帮村民解痛治病。

本报见习记者 张朕宇

本报9月16日讯(见习记者 张
朕宇) 当日义诊活动结束后，记者
通过山铝医院医生获悉，从当日义
诊检查的百余名村民身体状况发
现，以高血压为主的心血管病患者
占到七成左右。

医生介绍说，此类疾病业已十
分普遍，“只要上了年纪，基本上多
多少少都都类似问题。”在此提醒大
家，平时要合理膳食，注意脂肪、热
量、食盐的摄取，多吃蔬菜水果。戒
烟戒酒，积极参加日常生活中的劳
动，参加健身运动，维持良好的血液
循环，以减缓肌肉萎缩，防止肥胖，
增强心脏功能。“还有一点就是，不
能随便用药，有时候盲目用药会引
起反面效果，大家应该到正规医院
做检查，根据医生建议服用药物。”

马琨珉：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
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支气管
哮喘、各种肺炎、胸膜炎、气胸的诊
治。

彭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擅
长小儿内科疾病的诊治及急危重症
的抢救。

司嵘：副主任医师。擅长皮肤性
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过敏性
皮肤病、感染性皮肤病、真菌性皮肤
病、银屑病及损容性皮肤病的诊断
治疗。

彭昕：主治医师，擅长采用针
灸、针刀、推拿等中医特色技术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炎、肩关节
疼痛、急性腰扭伤、梨状肌综合征等
病症。

刘洪亮：主治医师，擅长泌尿系
统疾病的微创治疗，能熟练开展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等手术

刘洋：主治中医师，善长妇科、
内分泌、皮炎、湿疹、呼吸、消化、心
脑血管等常见疾病的诊治及对亚健
康人群的中医药调理及健康保健。

七成高龄村民

患有心血管病

基层义诊首站

6位专家名单

工作量增加好几倍

虽然累但却很有成就感

开的都是实惠药，现场举办健康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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