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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马山镇的董女士日前
来到长清妇科（医院）门诊部做
健康检查，结果查出患有宫颈
糜烂（中度）。当医生告诉她检
查结果时，她十分惊讶，连说：

“不可能吧，我也没什么感觉
呀，又不疼不痒的，怎么会有这
种病？”

长清妇科专家王主任讲：
“宫颈疾病是女性常见病、多发
病,但大多数女性自身对此没有
太多的不适感觉，甚至有些女性
完全没有感觉。这是因为，宫颈上
没有痛觉神经，这就让很多女性
对此病症不够重视。但是，宫颈糜
烂长期存在或久治不愈除了会
引起不孕，还会导致泌尿系统感
染、子宫内膜炎、慢性盆腔炎等疾
病，还可造成息肉、裂伤、外翻及
囊肿等更深度的病症。此外，宫
颈糜烂也是引起宫颈癌的原因

之一。因此，当查出宫颈糜烂疾
病后，应尽早治疗。”

长清妇科（医院）门诊部关
爱长清女性健康，于2015年12
月开展了“冬季妇科疾病免费
筛查”活动。免费体检活动受到
长清女性的热烈响应，截至目
前，共有千余名女性接受了免
费体检。检查过程中，医生发现
在已婚已育女性中，有近七成
女性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宫颈糜
烂疾病，而在平常生活中有不

适感觉的却没有多少。为此，长
清妇科专家呼吁女性朋友，千
万莫忽视健康体检。目前，该活
动仍在进行中。

想要参加公益体检的女
性，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预约参
加公益体检。电话：87433333，
Q Q ：2 0 0 6 9 7 1 2 0 ；微 信 ：
cqfk0531。活动起止日期：即日
起至1月31日。活动地址：灵岩
路与宾谷街交叉口地税局对过
长清妇科（医院）门诊部。

冬冬季季妇妇科科疾疾病病免免费费筛筛查查进进行行中中

长清区永固牙科门诊部
张延强

现如今，很多牙科病人在
做完牙神经的处理后经常被
医生要求做牙冠保护，很多病
人在面对种类繁多的牙冠材
料时不知如何选择，这里我带
大家初步认识一下牙冠的相
关知识。

1、牙冠又叫牙套，使用不同
的材料把真牙包起来。牙齿没有
了神经会慢慢变得脆弱，牙套可
以防止牙齿劈裂，恢复牙齿的正
常形态和功能。

2、做牙冠的材料：瓷类，金
属类，树脂类。树脂类由于硬度

低，抛光差等原因，在临床上常
作为临时性修复体。

3、如果是破坏较大的牙
齿，做牙冠前需要经过完善的
根管治疗并加桩核辅助固位，
否则做牙冠以后牙根有可能
再发生病变或者出现冠折裂、
脱落现象。

做过治疗的牙齿应尽早做
冠保护，以防止出现牙冠劈裂乃
至拔牙，得不偿失。

如有相关问题，欢迎到我院
咨询就诊。永固牙科电话：0531

－87220853，地址：长清区五峰
路124号（邮政储蓄对过）。大学
城永固牙科即将开业，敬请期
待。

跟我一起认识牙冠

挂牌广告招商

全年优惠价，

等你来占位

招商电话：

1570641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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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5100009 性别 女
年龄 41 学历 本科 职

业 医师,事业稳定,高级职称,有
房产自住,身高1米62,面容俊俏,平
时衣着得体,沉稳大方,性格开朗
活泼,礼貌待人,生活中有爱心,对
人热心,孝顺父母,具备积极进取
心、上进心,无车,有驾驶证。有婚
育史,因前夫问题离异后,独自抚
养一女,现女儿高中学习,乖巧可
爱,诚寻一人性好,品行端,有工作
的50岁以下男子为配偶,对方若离
异者以无孩为佳。

编号15100010 性别 女
年龄 39 学历 中专,现无业,

带一儿一女,身高1米64,面容姣好,

衣着大方,性格活泼,有驾驶证。征
寻有爱心、有事业心的男士为伴,

需接受女方抚养二子女,性格开

朗,稳重,有事业基础年龄相仿者
优先考虑。

编号15100011 性别 男
年龄 26 学历 大专 职

业 公司职员,长清本地人,有房
有车 ,身高1米80,平时衣着得体 ,

沉稳努力,礼貌待人,生活中有爱
心,对人热心,孝顺父母,具备积极
进取心、上进心。喜欢跑步,热爱
体育 ,恒大球迷。希望找到一个
喜欢跑步、健身的女孩 ,最好有
稳定职业。

编号15100012 性别 男
年龄 26 学历 大专 职

业 业务员 ,有房有车 ,身高1米
78,相貌端正,沉稳大方,孝顺父母。
未婚,希望寻找一位品行端正、身
高1米6以上、有爱心、年龄比自己
小的女孩为伴。

编号15100013 性别 男
年龄 30 职业 煤炭业务

员 年收入10万左右，有车有
房，长清本地人，父母都有工资。
相貌较好、品行端正，离异，有个
男孩归女方。希望找个温柔贤惠
的女孩。

小主您征婚吗，请往这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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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清清成成立立首首家家
电电商商蔬蔬菜菜体体验验店店
线上手机下单，线下进店体验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张
帅 通讯员 孟祥江） 17日
上午，作为全省首家电商蔬菜
体验店，伟农庄园社区电商蔬菜
连锁体验店在长清恒大社区成
立。据悉，该体验店内的所有蔬
菜均来自于伟农庄园的生产体
系，该庄园通过“贴身管家”式的
服务理念，整合多条生产线，在

种植、采收、储运配送等过程中
均有严格标准，从而确保产品新
鲜、安全，还原蔬菜的原有味道。

在体验店内的电子商务交
易区，顾客可通过“伟农庄园电
商平台”实现电脑端与手机移
动端的自主下单、在线付款，随
心选购伟农庄园的各类产品，
这样就可打破传统实体店内商

品展示的空间局限，向顾客提
供更多额外商品销售与服务。

据介绍，伟农庄园社区电
商蔬菜连锁体验店由线上、线下
两部分组成，线上为电子营销体
系，线下以店面展示、体验为主。
按照规划，伟农庄园社区体验店
将覆盖济南市，预计今年全市
线下实体门店将达到60家。

近日，长清区灵岩寺举办释迦牟尼佛成道日纪念法会，隆重纪念佛
陀释迦牟尼佛成道，十方信众云集于此，感念佛恩，礼佛参拜。法会结束
后，灵岩寺僧侣在大雄宝殿东侧布施400余碗“佛粥”，共同分享，共同祈
福。 本报通讯员 刘学谦 姜枫 摄影报道

布施“佛粥”

本报 1月 2 1日讯（通讯员
周萍萍） 近日，在第三批

山东省德耀齐鲁道德示范基
地授牌仪式上，长清区孝里镇
获此殊荣，同时该镇广里店村
村民孙宗珍荣获山东省第二
批“德耀齐鲁”道德公民荣誉
称号。

近年来，孝里镇依托孝文化
资源优势，提出“以孝治镇”思
路，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孝德教
育活动，创新性地提出“14146”
孝文化深化提升模式，为全镇招
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
环境。该模式荣获长清区创新成
果一等奖。

孝里镇获评省道德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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