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有3个心愿即将实现
齐鲁壹家“新年心愿”邀您一起为孩子圆梦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肖
龙凤 实习生 程怡真 乔陈）

16日，齐鲁晚报、齐鲁壹家社区
服务中心发起的“新年心愿”公益
活动刊出更多心愿，陆续得到热
心人士的回应。继第1号、2号心愿
得到解决后，第3号、4号、10号心愿
也初步有了安慰。欢迎更多爱心
人士力所能及地认领心愿，帮助
孩子们开开心心过年。

市民王先生电话中表示，
看完第2号心愿，年幼的黄玉康
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非常
同情，新年要到了，想为两人各
买一件合身合意的新羽绒服。
市民申先生对第3号心愿里的邹
桐桐小朋友非常同情，决定为
他捐款500元。

爱看书的耿女士来电表示

要认领第4号心愿，把自己好看
的散文读物送给李雪（化名）小
朋友，并为她购买一本新的散
文集作为生日礼物。热心市民
白女士也联系到记者，要认领
第10号心愿，10岁的郭浩然想要
一个能听英语的播放机。白女
士说，自己家里有播放机，还有
配套的光盘、磁带，以及中英双
语读物等，可以送给郭浩然，帮
助他学好英语。

您可以拨打齐鲁晚报24小
时热线96706126留下您的名字、
联系方式、新年心愿或帮助意
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及时与
您联系。您也可以下载齐鲁壹
家APP、或添加齐鲁晚报张刚大
篷车QQ群（群号：313065810）、微
信 公 众 号 （ 微 信 号 ：
qiludapengche），留下相关信息。

同时，我们将在齐鲁晚报、
齐鲁壹家APP、齐鲁晚报张刚大
篷车QQ群和微信及时发布更多
孩子们的心愿，敬请广大读者
关注，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

纯正日式骨汤面，赶紧来抢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朱
文龙） 世间，唯有爱与美食，不
可辜负。说起面馆，咱们济南大
街小巷可谓处处可见，但是纯正
的日式面馆却凤毛麟角。今天，
记者就为大家推荐一家纯正的
日 式 面 馆 — —— 格 调 浓 汤 面 馆

（“浓汤面の格调”），在这里你可
尽享来自东瀛的美味。

更令人高兴的是，如此美味
的格调骨汤面已加入了我们的

“限时秒杀”活动，只需要1元钱便
能享受到原本24元的美味！是不

是很心动？
本次活动将会在17日上午11

时11分准时举行，只要您准时登
录我们的壹家APP客户端，点击

“限时秒杀”，就有机会享受这超
值盛宴，名额只有20份，大家抓紧
时间来抢吧！

格调骨汤面馆位于芙蓉街
向里200米芙蓉社区警务室对面。
限定周一到周四用餐，随行人员
可享九折优惠！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壹家
APP的“限时秒杀”活动正在火爆进
行中！如果购物党们还在为“双十
一”没抢到称心如意的商品耿耿于
怀？请务必在每天上午11时11分，准
点打开壹家手机客户端，参加秒杀
活动！壹家，让您天天“双十一”！

东东阿阿阿阿胶胶开开卖卖““驴驴肉肉包包””
注资入股“驴帮”，3年要开3000家餐厅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刘
相华) 伴随编号为“NO. 1”的

“东阿阿胶驴肉包”店在济南市
泺文路1号开门营业，12月16日，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
驴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携手打
造的餐饮品牌之一，与市民见
面。当天，双方在济南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东阿阿胶向“驴帮”注
资入股，打造驴帮驴肉火锅、东
阿阿胶驴肉包等系列餐饮品
牌，拟在3年内开店3000家。

3年投10亿，建店3000家

目前驴肉市场存在的最大
问题是，供应市场混乱不堪，

“大部分驴肉餐馆不见真驴肉”
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

山东驴帮董事长郑重告诉
记者，正因为从中看到了巨大
的商机，加上有东阿阿胶这个
底蕴深厚的品牌做支撑，才让
他下定决心转型做餐饮。

驴帮餐饮是基于东阿阿胶
旗下的养驴基地建设组建的一
家集驴肉餐饮及驴肉制品的生
产、研发、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
企业集团。作为东阿阿胶产业链
的重要一环，公司目前主营业务
有驴帮驴肉火锅、东阿阿胶驴肉
包两个全国性的餐饮品牌以及
驴肉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未来3年内，山东驴帮将
投资10亿元，在全国以及全球

范围内完成3000家餐厅的布
局，在重点地区建立200家中央
厨房，成为国内最大的驴肉加
工、生产、供应基地。”郑重介绍
说。他透露，目前，公司设在济
南，总投资1亿元的驴肉加工基
地已经进入规划设计阶段。

同日，由东阿阿胶、民生银
行、山东驴帮联合注资设立的餐
饮基金成立。记者了解到，山东
驴帮还与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面向下
岗职工及创业的大学生，在全国
推出“驴帮餐车扶贫工程”。

“以肉谋皮”意欲何为？

“现在毛驴的存栏量不断
下降，我国驴的存栏总量已由
1954年的1270万头降至2013年
的603万头，减少了约110 . 6%，
且仍在以每年3%～5%速度下
降，但是驴皮的需求和市场缺
口很大。”签约现场，东阿阿胶
总经理秦玉峰坦言，光靠驴皮
拉动不了整个产业链，必须“以
肉谋皮”。

近年来，东阿阿胶把主要
精力由阿胶的生产与销售转向
了毛驴产业的发展上，先后在
全国建起了20个养驴产业基
地，总投资达十多亿元。秦玉峰
说，“以肉谋皮”只是一个阶段
性策略，从产业链深度上，“把
毛驴当成药材养”的理念和“活

体循环开发”模式，将驴皮、驴
肉、驴奶、孕驴血、孕驴尿、驴胎
盘、驴骨等循环开发，使毛驴价
值增加6 . 8倍以上。

秦玉峰说，通过实施配种
登记、养殖指导、后裔测定等科
学工程，已使所有基地的驴成
为有内置芯片，有档案可追溯。

“全国90%的驴都在东阿
阿胶的基地里。”秦玉峰说，“天
上龙肉地下驴肉，这是中国人
的普遍认知，认知是最大的商
业资源，一旦开发利用好，完全
可以将驴肉餐饮做大做强。”

济南口岸年出入境

旅客流量首破60万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刘雅菲） 16日下午，旅客李圭
哲（LEE KYU CHUL）搭乘
大韩航空KE847航班从韩国仁
川入境济南，刚刚办完边检通
关手续的他惊喜地从边检工作
人员手中接过“60万”旅客证书
和鲜花，幸运地成为济南口岸
2015年第60万名旅客。

记者从济南边防检查站了
解到，济南口岸共有至香港、澳
门，韩国首尔、济州道，日本大
阪，泰国曼谷、普吉岛、甲米，越
南岘港，印尼巴厘岛，台湾台北、
花莲和高雄9个国家和地区的16
条国际航线。随着济南口岸不断
扩大对外开放，旅客流量持续增
长。2007年突破10万大关，2012
年突破20万，2013年、2014年连
续突破30万、50万。

据济南边防检查站统计，
截至12月16日14时许，济南口
岸年出入境旅客总量为60万人
次，同比增长约17%。根据口岸
建设发展规划，到2020年，预计
济南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达到
180万-2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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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年年人人修修复复缺缺牙牙 就就是是““投投资资健健康康””
及早修复缺牙是对

身体的“健康投资”

牙齿是长寿的象征，更是
长寿的保障。数据显示：牙缺失
人群的肠胃病、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关节疾病、早衰以及老
年痴呆的几率均高于牙齿较为
健全的老人。

良好的牙缺失修复方式能
够达到堪比自然牙齿的功能，
充分的咀嚼更有利于身体的健
康和营养成分吸收，减轻肠胃
负担，延缓衰老，降低心脑血管
疾病的发生。

王辉东表示，及早修复缺
牙，能帮助老年人获得更加健

康的身体。而且，当前牙缺失修
复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能够
很好地服务于老年人的各种修
复需求。

缺牙怎么修复更划算

现代医学针对缺牙问题有
三种修复方式：活动假牙、固定
假牙（烤瓷牙）、种植牙。其中种
植牙因为在稳固、美观和使用
寿命方面都表现出色，而被誉
为是缺牙修复的最佳方式。那
么，这三种缺牙修复方式的使
用寿命有多大差别呢？

首先活动假牙的寿命为5
年左右，佩戴时间长会出现不
舒适、脱落、食物嵌塞和牙龈炎
症等，如果已经远远超过年限，

即使外观完好，医生建议也要
更换。烤瓷牙的寿命根据材料
的不同会有差异，一般在8-15
年不等，如果在使用中出现崩
瓷、松动、牙根炎症等问题，要
及时修补更换。而种植牙只要
维护得当，几乎可以受用终身，
世界上第一颗种植牙就成功使
用了超过40年。

专家建议：

冬季种牙最合适

王辉东院长介绍说，很多
人认为冬季寒冷干燥不适宜出
门，所以也不适合种植牙手术，
其实一年中，冬季最适合做种
植牙手术，因为冬季伤口不容
易发炎，而且愈合得比较快，利

于患者术后康复。
王辉东提醒大家，种植牙手

术是一种植入性手术，绝不能大
意，患者务必要选择正规口腔医
院和质量稳定、正规途径的种植
体，以及经验丰富的种植专家，
确保种植手术的安全性和成功
率。临床发现种植牙手术失败的
不在少数。因此，缺牙患者需妥
善选择口腔医院。

据了解，现在圣贝口腔医
院特别在圣诞节前夕推出了

“圣诞狂欢节”活动，推出百颗
特价种植体，每颗仅3998元。此
外，活动还推出了111元特价美
白体验（限3颗）；美加超薄无创
贴面（不磨牙、不麻醉）特价
1111元/颗（限2颗），详情可咨
询87878000。

“没有健康，拥有再多也都
等于零。”这是多数老年人都深
有体会的道理。也正因为如此，
不少老人成为了“保健品”的追
随者。甚至有新闻报道，八旬老
人购置大量保健品，去世后，家
里堆积的保健品还够吃十年。

“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是
牙齿缺失的老人，耗巨资买保
健品其实是舍本逐末，不如将
钱花在修复缺牙上。”济南圣贝
口腔医院院长王辉东说，及早
修复口中的缺牙，才是老年人
最理性的“健康投资”。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唐冶到全福立交将开高峰通勤线
东部还将新开两条公交线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孟燕 通讯员 赵东云） 记
者16日从济南市公交总公司获
悉，为方便领秀城社区、彩石大
学城、鲍山花园、旅游路东段等
区域市民出行，同时满足市民
高峰期间快速通勤需要，公交
部门将于近期开通唐冶到全福
立交桥的高峰通勤线路，以及
由龙奥公交枢纽出发的2条常
规公交线路，并优化调整43路、
66路等4条公交线路。

唐冶到全福立交桥南

将开高峰通勤线

16日，济南公交相关负责人
介绍，即将开通的高峰通勤线路
由唐冶公交枢纽开往全福立交
桥南，主要途经经十东路、高新
区、工业南路、二环东路等路段。

这条线路主要加强了唐冶
片区、高新开发区和洪家楼等
区域间以及与邢村立交桥、全
福立交桥等客流节点连接。“新
线路采用跨站停靠的运行模
式，能够更好地满足中、长距离

通勤出行需求，缩短出行时
间。”

龙奥公交枢纽

开通两条公交线

东部由龙奥公交枢纽始发
还将开通两条公交线路。其中，
K73路将于18日正式开通，由
龙奥公交枢纽开往市委党校，
主要方便南胡花苑、逸都国际、
港沟镇等居民和国际赛马场等
沿线单位的市民出行,填补旅
游路东段、凤凰路南段公交空
白约2 . 7公里。

根据计划，另一条即将新
开线路由龙奥公交枢纽开往鲍
山花园北区。

随着领秀城社区的建成和
入住率提高，社区居民出行需
求日益增加。为加强领秀城社
区与市区的联系，填补社区内
公交空白，计划优化调整43路、
66和506路。

另外，306路增加华洋名
苑、省立医院东院区、林家庄、
临港南区、田庄西站点。

第11号心愿

姓名：张嘉伟

年龄：13岁

学校：历城五中

简介：孤儿，母亲尿毒症去

世，父亲因安全事故去世，

姐姐外嫁，和奶奶一起生

活，奶奶体弱多病，村里已

办低保。

心愿：希望得到新的文具和

书包，一件新羽绒服。

第12号心愿

姓名：张明磊

年龄：13岁

学校：济阳县竞业园学校7

年级

简介：其父亲不幸罹患胃癌

去世，为治病花去了家中所

有积蓄，大量欠债。现在和

母亲相依为命。

心愿：送妈妈一件羽绒服，

身高165，体重6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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