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新闻
2020年8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梁莹莹 美编：武春虎 校对：周宣刚

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招聘信息

招聘内科医生
市内某医院急需招聘内科

医生几名，离退休人员也可

以，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工

资面谈。联系电话：6210838

招聘
招聘B2驾驶员3 0名，开自卸
车，工资六千两班倒，半个月
白班 半个月夜班，全新自卸
等 着 您 ，有 意 者 请 拨 打 ：
13963879006 13356907630

祖传专治哮喘，慢阻
肺，肺心病，吐白痰。
季先生13105291261

高薪诚聘护士
支农里社区医院诚聘护士5名，档案管理
员1名，药学1名，要求：女性，有护士资
格证书者优先录用，签合同交五险，免
费住宿，工资2600一3500元，干三天休
一天，电话13963813166 13723977731。

快速放款
当场 1-30万房产易贷

放款 信誉贷汽车质押
快银行有贷款可二次贷款

15552213877

家政服务
●仁康保洁承接大厦日常保洁6802114

货运物流

装饰建材
●专业电水暖安装15553515679

电脑服务
● 上 门 电 脑 维 修 6 6 1 1 1 8 2

管道疏通

车辆信息

投资贷款

宝通开锁换锁（五区）
更换超B级、C级锁芯6701110

开锁服务

搬家服务

大额资金 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交通、旅游、新能源、矿产冶
金、机械、建材、石化、市政基础设施，
水产、冷链农产品加工等第三产业，轻
松解决资金周转。高薪诚聘地区代表。
电话13965101677

皮络排毒疗法治牛皮癣
不吃药，不打针，纯中药，不复发，
不留黑印，红印，愈后和正常皮肤
一样，免费体验，无效退款。湿疹，
青春痘，手足癣7-10天看到明显
效果。需要请联系王丽梅大夫。
咨询电话：13953525778(微信电话同步)
地址：烟台芝罘区只楚小沙埠卫生所

医疗门诊
●专治蛇盘疮及后遗症13287999268

租售福山区福海路商
业网点房，大、小型卖
场、办公室、仓库等。
电话：2132169 2132179

本公司招熟练手半挂自卸

司机20名(前支顶。拉标准

载)。专业在附近拉煤(全
自动封蓬)月工资8000。

联系人：15315150007王

商业栏目

寻求合作
实力资金，全国直投：
房地产、矿业、新能源、
农牧业、种养殖、高端
制造业等！(高薪诚聘
驻地商务代表一名)
19855105132刘经理

沿街旺铺出售
烟台莱山区南山世纪华庭沿街商铺2
套，均为251平，总价703万，位于烟大
文经学院对面，核心商圈，证件齐全。
联系人 :王先生，13869102652；详见网
址：h t tp : / /www.sdcq jy .com/p ro/?
540d88bb44c14a6aae392ed89f29d357；
http://www.qingsuanchongzu.com/。

遗失声明
山东中州物流有限

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
营运证号：370682315921
号，车辆号牌鲁YC5578
(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处理多种锅炉
及 制 造 设 备
13505358061

急售闹市区营业中
网点房两层150平
米，两证齐全，电话
18562219768

大正水暖太阳能
批发太阳能热水器及配件，家用净

水机，卫浴花洒，304无铅水龙头。

电 话 : 18953582018

烟台最高价收车
专业评估
上门看车 13506455522

高价收1-5吨货车
13964505346

高价收购各种品牌
二手车
面包车 15853503356

超高价收二手车
18660599999

烟台骏马货运
天津、北京专线

烟台至河北全境、山西全境

内蒙全境、宁夏全境

电话：2142800 13954599155

烟台幸福南路1号（烟大物流园内）

顺达
搬家

6660266
移空调长短途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黄海丽

中国传统情人节“七夕”将至，
为助力大家为爱发声，勇敢表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蓬莱阁
景区管理中心推出“海誓山盟·遇
见蓬莱阁”七夕情话大赛，情话征
集时间自7月14日开始，截止到8月
15日。目前，征集时间即将截止，如
果你也想向心中的他或她说点什
么？赶紧报名参赛吧，报名咨询电
话18660568036(微信同号)。

大赛启动后，受到全国各地众
多读者关注，纷纷报名参与，他们
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有的是刚参加
工作的文艺青年，有为家庭努力打
拼的中年人，也有缅怀深情、追忆
生活的老人，也有充满热情、酷爱
文学的创作者，来自上海的七旬老
人袁人瑞就是其中一位。

袁人瑞介绍，他今年76周岁，
老伴73周岁，两人都有20多年的
支边经历，从鸿雁传书，到“两颗
红豆”定终身，从跨越天山的爱
恋，到结婚生子，夫妻两人的青春
年华都留在了新疆大地。

携手走了大半生，两人的婚
姻已渐近金婚，中间有太多的故
事。袁人瑞介绍，当年处对象的时
候，妻子在寄来的信中附了一朵
长绒棉，里边裹着两颗红豆，“都
说红豆起相思”，也正是这两颗红
豆让他吃了定心丸，明白了姑娘
的心意，也正是这两颗红豆，见证
了两人跨越天山的爱情。

“看到蓬莱阁七夕情话大赛
征文后，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
袁人瑞介绍，自己平日爱好文学，
喜欢写诗写文章，就想趁七夕到
来之际，抒发一下情感，缅怀两人
的那段青葱岁月，同时献给即将

到来的金婚。
对于蓬莱阁，袁人瑞说，2016

年初他和老伴曾报名参加青岛烟
台一线的旅游团，一起登上了蓬
莱阁，观山海美景，印象非常深
刻，也正因此，看到蓬莱阁情话大
赛，感觉到特别亲切，所以写下

《携妻登蓬莱阁》这首诗。

故事分享：相会在桥头

1965年秋，我支边进疆，被分
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4
团工作。我出生于崇明农村，在农
村当过三年社员，粗细农活都难
不倒我，生活、劳动再艰苦我都不
在乎，唯有一件事，使我万般无奈。

74团青年男女的比例严重失
衡。1970年初春，我已迈入准“老
大难”一族，可是，茫茫人海，伊人
何处？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家乡
的母亲来信附了一张纸条，上有

一个女孩的通讯地址，是南疆43
团的农工，年岁相仿。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对
方写了一封信，作了一番自我介
绍，小心翼翼试探能否建立通讯
关系。过了二十多天(这是当时南
北疆的通信距离)终于收到回信，
字迹端正清秀，像是刻钢板，写了
大半张纸，告诉我：她在拾棉花竞
赛中，一天拾了216斤棉花！看来
是个能干人，态度不错，有希望。

通过十几次的书信往来，我们
互相确定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那
个人。于是，我们就着手调动的事，
把她从天山之南调到我所在的北
疆昭苏坡马，足足用了半年多，终
于办齐一切手续，她即将从喀什麦
盖提出发了。我决定到乌鲁木齐迎
接她。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
是我俩之前从未谋面。于是我想了
个办法，事先给她寄了一个不常见

的毛主席像章，还附了一张《伊犁
报》让她到时拿在手上，有了这两
个标识，就万无一失了。

1971年五月下旬，我比她早两
天到达乌鲁木齐，我每天到农三
师办事处去问，都说没有到。真有
望穿秋水之叹！第三天下午，来到
西大桥头，蓦地，对面一个女子姗
姗走来，心头一阵狂跳，定睛一看：
果然她手里拿的是一份《伊犁报》
胸前佩的是那枚像章，就是我那
个日思夜想的她！我俩双手紧紧
地握在一起。西大桥，我俩的鹊桥！
果然就是我那个日思夜想的她！

她从一千五百公里以外的43
团坐牛车出发，到师部好不容易
找到一辆运甘草的卡车，在塔克
拉玛干大沙漠漫天的沙尘里，颠
簸了五天，才来到了乌鲁木齐西
大桥头，那位好心司机驾驶的甘
草卡车，真是一只强大的喜鹊。

曾支边20多年的上海老人参加情话大赛献金婚

跨越1500公里，两颗红豆定终身

突发“感染”不要慌

新安男科医院快速治好有妙招
看到私处红肿，起红点、水

泡、有赘生物……有些缺乏医疗
知识容易乱想的人会惶恐不安。

“其实往往都是自己吓自己。”烟
威地区泌尿外科权威、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业务院长付成军教授指
出，这些症状一般就是泌尿感染
(包皮龟头炎、睾丸炎、附睾炎、前
列腺炎、精囊炎、尿道炎等)和性
传播疾病(梅毒、淋病、疱疹、湿
疣、支衣原体感染等)引起的。这
些病在烟台新安男科医院都不是

难事，经过治疗一般都能取得满
意的效果。这也是每年数千泌尿
感染和性传播疾病患者，选择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的重要原因。用
他们的话说：治得好而且好得快。

同样的是治疗泌尿感染和性
传播疾病，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有
什么妙招，能治得又好又快？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治疗泌尿感染和性
传播疾病能有今天这样好效果，
那也是经过近20年的积淀，是建

立在医院以联合治疗新技术为代
表的数十项在国内都鲜有的前沿
治疗技术基础上的。

泌尿感染，特别是性传播疾
病，其致病病原体多是病毒，繁殖
快，而且容易产生耐药性，普通的
治疗很难有效。正是根据病原体
的这种特点，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研发出联合治疗新技术。该技术
不是从疾病表面，而是从分子生
物学角度，首先采用中西医结合
的方法，通过现代医学手段选择

特效药物，结合PT技术(物理治
疗技术)，将特效药物直接作用于
病灶处，自然深入全面杀灭病原
体。

其次，该技术更大的优势在
于能阻断病原体繁殖根源，修复
受损细胞，激发人体免疫细胞的
活性，强化自身整体免疫功能，这
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相关链接：“助力全民健康，
共享健康生活”，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网上挂号仅需1元，每种男科疾

病检查套餐仅需30元，尖端男科
技术援助最高1000元。咨询电话：
6259333或搜索微信公众号：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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