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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朝阳阳、、所所城城历历史史文文化化挖挖掘掘全全面面展展开开
拓展延续烟台从渔寮、卫所发展成现代化都市的历史文化脉络

本报10月30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张昌宏) 激
活两街区，繁荣一座城。眼下，
全市瞩目的朝阳(一期)、所城历
史文化街区搬迁改造项目正有
序推进，为了保护和延续城市
记忆、发掘历史文化底蕴、打造
烟台城市文化“名片”，两街区
历史文化挖掘相关工作也同步
展开。

据了解，两街区历史文化
挖掘工作由芝罘区委宣传部牵
头，北部滨海指挥部、文新局、
文联、党史办多部门共同参与，
对两个街区的历史文化进行充
分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从

而拓展延续烟台从渔寮、卫所
发展成现代化都市的历史文化
脉络。

据悉，按照“文化是街区之
魂”的原则，两街区文化挖掘工
作将坚持传统艺术形式与新兴
艺术形式同步发力，通过推出
系列内涵丰富、立意深远的主
题活动和作品，保留城市记忆。
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广泛征集
老照片、老故事资料，直观、真
切地反映两街区不同历史时期
在政治、经济、文化、建筑风貌
和民风民俗等领域的沿袭变
革，着力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人
文资源。

下一步，将通过展览、筹
建史料馆等方式，再现渐行渐
远的家园影像和曾经熟悉的
生活场景，通过追忆流金岁
月、穿越时空隧道、解读历史
事件等形式，感受生活的变
化，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展
望未来发展前景。同时，将依
托芝罘区丰富的协会资源，打
造一系列展示两街区的艺术
载体。目前，已组织芝罘区作
家协会、散文家协会、诗歌协
会和微电影协会深入两街区，
结合景观风貌、文化特色、人
文情怀进行艺术创作，通过延
时摄影、航拍等技术手段将两

街区的红顶灰瓦、石板青砖有
效镌刻留存，透过诗歌、散文、
楹联等丰富的载体，将百年沧
桑以艺术形式生动体现。

按照“最大争取居民理解
支持、最深留住百年文化韵味、
最全整理保护文化资源”的工
作方向，邀请芝罘历史文化研
究会牵头组织烟台学术界、地
方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爱好
者，对街区历史文化进行挖掘
提炼，已经起草了《文化挖掘与
研究项目任务书》，组织老干
部、各民主党派、媒体、院校专
家、原居民等各层次专门研讨
会5场次，向全区所有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寄送近700封信征集意
见建议。邀请侯新渠、刘中正等
文化学者，在所城社区图书馆
举办了10余场以朝阳、所城区片
历史文化探究为主题的讲座，
听众人数累计近700人次。

下一步，将组织学者和专
家深入朝阳、所城历史街区进
行采集拍摄、整理撰写，全面记
录两街区历史变迁、人口变化、
风气习俗等珍贵资料，深入挖
掘提炼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居民
记忆和陈述，并通过文字、图
片、视频等媒介再现，形成图文
并茂的《留住朝阳、所城记忆》
系列图书、纪录片。

农农行行个个人人汽汽车车贷贷款款，，轻轻松松开开车车回回家家

申办需要哪些条件？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连续居
住一年以上(含一年)的港、
澳、台居民及外国人 (港、
澳、台居民及外国人还应指
定一名具有一定经济实力、
信誉良好的当地居民为联
系人)。

年龄18(含)到60(含)周
岁之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持有合法有效身份证
明。具有本地户籍证明或有
效身份证明。

信用记录、收入水平、信
用评分符合农业银行相关规
定，具备按期偿还信用的能
力。能支付不低于规定比例

的购车首付款，能提供符合
条件的担保。

符合农业银行要求的其
他条件。

贷款期限有多长？最长5
年，其中商用车贷款期限最
长3年。贷款额度有多少？自
用车：贷款金额最高为购车
价格的80%。商用车：贷款金
额最高为购车价格的60%。

如何申办？客户提出个
人汽车贷款申请并提交相关
资料。银行进行调查、审查和
审批。签订借款合同。办理保
险、公证、担保等手续。发放
贷款。

详情请咨询农行各网点
或拨打95599热线电话。

市市质质监监局局稽稽查查局局
开开展展应应急急集集结结演演练练

根据质监局稽查工作职
责需求，烟台市质监局稽查
局于近日进行了应急集结演
练。演练按照“某工厂发生特
种设备安全事故，需应急处
置”的情况想定部署实施。指
令下达后，全体在岗执法人

员均能保持通讯畅通，集结
迅速，处置及时。此次演练进
一步提高了该局全体执法人
员的职业素养和工作操守，
为下一步不定期、常态化地
开展应急工作奠定了基础。
(通讯员 兰进)

本周五(11月3日)，烟台
年底最后一届大型红木家具
展、山东省顶级红木家具展：
2017山东烟台国际红木家具
博览会将在烟台国际博览中
心盛大开幕。本届展会汇集了
来自东阳、仙游、中山等集群
地的上百家红木家具厂家，木
种涉及黄花梨、紫檀、缅甸花
梨、非洲花梨等高中端材质，
囊括沙发、餐桌、床、书桌、皇
宫椅、圈椅、茶台等一应具全。
上千款造型精美的红木家具，
厂家直销。

福建仙游明山堂近千平米展厅
霸气展出

福建仙游明山堂古典家

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古典家具的企业，主营大红
酸枝 (交趾黄檀 )，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将“仙作家具”推向
世界。负责人郑总介绍，明山
堂参加展会，不为求财，只为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仙 作 家
具”，了解“明山堂“。而基于
这种理念，明山堂在全国各
地 也 迅 速 积 累 了 大 量 的 客
户，好多客户通过购买明山
堂的家具而成为明山堂的宣
传员，带动自己的朋友也成
为明山堂的粉丝。郑总非常
骄傲地告诉笔者。据介绍，本
届烟台展会，明山堂不仅将
带来多款经典主打家具，还
将带来部分新品，种类更多

样。同时为回馈港城消费者
多年来对明山堂的支持，明
山堂此次也打出了部分产品
低至2-3折的优惠，百万让利
市民。

冬季茶博会300家品牌厂家带
来千款秋冬养生好茶

本届茶博会，茶界品牌汇
聚：安化黑茶代表品牌白沙溪、
安化县湘情农业、凤牌滇红、朗
韵普洱、台湾阿里山茶叶协会、
武夷山展团、云南展团、安徽展
团、日照绿茶展团、海阳绿茶展
团等共襄茶界盛事。据悉，此次
他们带来的茶品以“秋冬养生
茶”为主，保健功效非常丰富。
除此之外，此次茶博会的参展

商大多为原产地厂家直接参
与，少了中间层层经销商，价格
将同比商场/店面优惠很多。

同期举办：烟台国际珠宝展
官方鉴定+专业打假 无缝

隙护航
本届珠宝展以打造“品质

亲民的珠宝展”为主题，因此展
会现场的300家珠宝厂商展出

的万件珍品皆可保真：展会现
场，组委会特邀山东省黄金珠
宝检测站权威专家现场鉴定，
先鉴定后购买。另外，由组委会
牵头成立的打假小组全程无缝
隙巡场，只要发现假货，立即没
收，保证全场展品都是真货。

11月3日-6日，烟台国际博
览中心，期待您的莅临。咨询电
话：13335012258。

山山东东省省顶顶级级红红木木家家具具展展本本周周五五霸霸气气亮亮相相烟烟台台
同期举办：烟台冬季茶博会、国际珠宝玉石展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李添祎

10月29日是世界卒中日。今
年的主题是：“预防卒中，你我同
行”。为推广卒中预防、治疗和康
复的健康知识，10月29日，毓璜
顶医院举办了“世界卒中日”防
治大课堂，毓璜顶医院神经内科
主任孙旭文、神经内科副主任梁
志刚、心血管内科副主任李建平
及100多位患者家属参加此次活
动。

神经内科主任孙旭文介
绍，脑卒中以其“高发病率、高
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
的特点，严重威胁居民的身心
健康。普遍存在对卒中的症状，
危险因素等认识不足的现象。
脑卒中的预防分为一级预防和
二级预防两种。所谓的一级预
防，就是针对没有患脑卒中的
人，其中像脑卒中家族史、患有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
的高危人群要特别注意。二级
预防，是患过脑卒中之后的预
防。由于脑卒中的复发率在
10%-30%，所以这类人群的防
复发重点就是规律服药。

正视脑卒中 可防可治

“脑卒中又称中风，而卒中
是可防可治的。因此，全社会都
应重视卒中的预防、卒中的早

期识别和及时的急救。同时积
极进行药物治疗，控制十大危
险因素，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可
预防90%的脑卒中。”梁志刚表
示。

早期识别一般可以通过三
步来进行。“一看脸”，即有没有
口眼歪斜。“二看语言”，突然说
不好话了、说不出来话了。“三
看肢体”，尤其是一侧肢体麻
木、无力，这些症状是短暂的，
但是却提醒我们要正视。

“对脑卒中患者而言，救治
的‘黄金时间’至关重要。在发
病4 . 5个小时内溶栓或者6个小
时内取栓才能把握治愈机会。”
梁志刚表示，希望大家可以明
确三个要点：一是一定要学会
判断你是不是脑卒中发作。二
是如果识别出来，需要赶快拨
打急救电话，迅速送往医院接
受规范的治疗；三是在这种情
况下，千万不要在家随便吃药。
因为这有可能导致卒中患者出
现窒息等危险的情况，而且随
便吃药也有可能会给之后的医
院救治增加困难，往往存在很
多潜在的风险。

左心耳封堵将房颤“连
根儿”拔起

房颤是造成卒中、心衰、血
栓栓塞等的潜在危险因素，对患
者的生命安全威胁极大。但由于

房颤本身的症状并不十分明显，
有人将其形容为“温柔的杀手”。

烟台毓璜顶医院心血管内
科副主任李建平说，正常人的
心脏每分钟跳动60至100次，房
颤发生时，心房内会产生每分
钟达350至600次不规则冲动，
会让人感到心悸、眩晕、晕厥、
气促等，但也有人没有任何症
状。房颤属于老龄化疾病，年龄
越大，发病危险越高。很多老年
人由于对疾病认知和重视不
足，当出现胸闷、喘不上气、心
跳明显加快等症状时并没在
意，忍无可忍才去医院就医，导
致耽误病情，造成严重后果。

房颤的治疗提倡早期干
预，争取良好的治疗效果。李建
平介绍，毓璜顶医院“一站式房
颤消融联合左心耳封堵手术”
最具特色，已为1000多例符合
适应证的患者带来福音。传统
的方法，是通过终生服用抗凝
药物来预防血栓，这不仅麻烦，
而且长期服用抗凝药物，有诱
发脑出血的风险。

一站式房颤消融联合左心
耳封堵手术，给房颤患者上了
双保险，既改善了患者的症状
又从源头上阻止了血栓形成，
可谓是关心护脑、心脑同治，让
房颤患者远离中风，为众多血
栓高危的房颤患者解除了后顾
之忧。目前为止，李建平副主任
也是山东省唯一能独立完成这
项手术的医生。

关键时刻能救命 专家教你一眼识别中风

烟烟台台毓毓璜璜顶顶医医院院开开展展脑脑卒卒中中健健康康讲讲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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