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跟疼痛
跟骨刺有妙招

足部经络交汇，有“第二心脏”之称，
足跟一旦受损，则痛在足跟，累及全身。
足跟疼痛一般不红不肿，但是行走不便，
是由于跟骨刺、滑囊炎、筋膜炎、足腱炎、
足垫炎、腱鞘炎等引起的，在早上起床和
久坐起身时最为严重。

足跟疼痛、跟骨刺有了妙招，“跟
舒宁”牌足跟型医用冷敷贴运用现代
医学理疗技术，贴敷足跟痛部位，持久
作用。通过在病灶处体表贴敷，作用于
皮下组织，改善微循环，靶向渗透，通
经开穴，缓解周围组织受损，增强病灶
部位的新陈代谢，使用简单方便。建议
使用5盒为一周期用于稳定与巩固，治
疗期间注意减少活动量，穿软底鞋，一

定要注意保暖，以免加重症状 ,影响足
跟疼痛的康复。“跟舒宁”牌足跟型医
用冷敷贴祝您走路轻松，生活幸福，能
跑能跳，健康如常。

“跟舒宁”牌足跟型医用冷敷贴适用
于人体足跟部由于跟骨刺、滑囊炎、筋膜
炎、足腱炎、足垫炎、腱鞘炎等引起的足
跟疼痛、肿胀、行走不便等不适症状的缓
解和冷敷理疗。

电话：0531-66960943（免费送货上门)
地址：济南共青团路68号迈净堂(市

中医东邻，路南公交站牌后) 开心大药
房(天桥南口路东) 章丘永兴堂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

买和使用。 皖械广审(文)第221124-01262号

5000份藏红花泡脚粉，免费发放
关爱老年人，在家学养生———

足浴泡脚不花钱，2个月用量的藏红花泡脚粉，免费送给您

脚，被称作人体的第二心脏。人的双
脚上存在着与各脏腑器官相对应的反射
区，和经络分布。当用热水泡脚时，可以
使下身血管遇热扩张，促进血液循环。同
时，足部有无数神经末梢与大脑和五脏
六腑紧密相连，通过足部刺激，可以达到
很好的保健作用。

睡前用热水泡脚，是很多中老年人的
日常习惯。尤其是在热水里加上藏红花泡
脚粉，已经成为当今中老年人的养生时尚！

藏红花，自古就是名贵的中药材。
用藏红花、海盐等成份制成的泡脚粉，
能通过热水缓释，透皮吸收，对足底的
人体经络反射区进行全面刺激，不仅能

驱除寒冷、促进微循环，更能缓解疲
劳，身心放松，让您尽享足浴保健的全
新体验。

为了关爱老人，弘扬“敬老爱老”精
神，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人人都能体验到

“藏红花泡脚粉”的保健效果，厂家特备
5000份藏红花泡脚粉免费赠送，让大家免
费体验！注：来电即可领取，先到先得，送
完为止！

注：本活动不收一分钱，每人仅限
领取2袋

仅针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发放

电话：400-78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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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身挡刀的寿光小伙重回声乐课堂
右手只有小拇指能动，无法双手弹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国玲

能不能握笔还是未知数

只能弹单手伴奏，却弹不了
双手和弦……12月27日，右手拆
下石膏的刘一宁，抚摸着心爱的
钢琴，熟悉又陌生、亲切而又着
急。刘一宁的主项是声乐，副项
是钢琴，医生说,五指肌腱断裂
后，已经不太可能完成明年的艺
考。现在他右手只有小拇指能轻
微的活动，其他手指都还是麻木
的，笔都拿不了。到明年1月份校
考时，右手恢复得怎么样，能不
能弹琴、能不能握笔都还是个未
知数。即使这样，刘一宁还总笑
着安慰别人。

在医院的日子，刘一宁不放
松自己专业课的学习，基础乐理、

视唱、指法练习，一个都不落下。
“为这一天，我已经准备了好多
年，真的不想在最后关头放弃。”

刘一宁从小喜欢唱歌，初二
时，开始练习钢琴。对于音乐学
院也有憧憬的他，在进入寿光现
代中学后，在高一就选择了声乐
专业。11月，刘一宁慕名到河南
新乡拜师，在经历了三次周末赶
火车学习之后，经过和家人商
定，决定在当地长住，跟随王月
芳老师学习。没想到，11月22日
就在入住的酒店遇到了持刀砍
人事件。当时有人大喊“救命”，
他来不及多想就冲上前,为保护
他人致右手腕被刀砍伤,造成筋
脉断裂。

学校将为其申请缓考

随着元旦的到来，艺考生们
的学习都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
段。2021年校考在2021年2月20
日至26日进行。虽然2021年山东
省校考在春节后，比2020年时间
延后了，但全国知名的专业类艺
术院校校考都在1月份进行，2月
份基本结束。艺考，留给刘一宁

的时间越来越紧张。
12月24日，刘一宁在受伤一

个月之后，又回到了专业课王月
芳老师声乐的课堂上。刘一宁告
诉记者，只要有时间就让专业课
王月芳老师给他排课，现在已经
上了两次课了。每次上课他都从
医院打车到学校，额外包好自己
的右手，小心呵护着伤口。

“第一次恢复上课时间有一
个小时，刘一宁状态还可以，但
毕竟经历了一个大手术，又躺了
一个月，他一直坚持着，最后大
汗淋漓。”王月芳老师接受记者
采访时介绍，第二次上课时，就
给他压缩时间了，毕竟他现在身
体还是很虚弱。

王月芳老师介绍，刘一宁无
论是嗓音条件还是外形条件都
特别好，如果没有这场意外，他
一定能取得非常好的专业成绩。
现在王月芳老师和寿光现代中
学都在积极为他申请缓考。

“艺考联考、校考马上就来
临了，自己还在康复中，感觉希
望渺茫，但又不想放弃。”刘一宁
说，“希望有奇迹发生，争取抓住
每一次机会，圆自己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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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侯凤超 通讯
员 史大鑫） 今年以来，堤口路街
道党工委深入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全面提升党建工作的深度和温
度，全面提升辖区各级党组织积极发
挥政治引领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各领
域党组织互联互动。

为进一步深化区域化党建工
作，街道以“网格化管理”、在职党员

“双报到”、街道“共商共建共治委员
会”为载体，以“党建引领 爱在天
桥”志愿服务活动为切入点，不断优
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方式，逐步形
成管理网格化、服务精准化、治理多
元化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依托
网格化管理，为辖区驻地单位建立25
个专属网格，并由街道党工委统一管
理，实现堤口路政企双方需
求格中反馈、问题格中解
决；街道物业办，借助社区
网格强化对物业公司的管
理和调度，逐步探索党建引
领下的“六位一体”治理模
式，形成协同联动的社区治
理架构，不断拓展党建工
作的广度和深度。

堤口路街道党工委坚
持把思路和举措创新作为
推动党建工作的重要路径
来抓，不断推进党建工作
提质增效。“党建+机关事
务”。依托党工委书记抓突
破项目，开展点亮机关党
建“四项工程”。从抓思想、
强基础、树品牌、促融合四
个方面入手，促进机关党
建与工作任务深度融合。
在此基础上，街道聚焦社区
治理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深
化基层网格化治理工作，以

“支部建在网格上”为切入
点，构建起街道党工委—社
区党委—网格小组三级全
覆盖网格工作架构，建立

“两本两牌”管理机制、网格
“三定”方案，配备74名网格
长、569名网格员，形成了

“一网连心 党员帮办”基
层治理模式，目前通过网格化治理协
调解决了小区墙体加固、邻里停车位
纠纷等一系列群众烦心事和揪心事。

同时还以党员“双报到”为抓手，
大力开展“党建引领 爱在天桥”志愿
服务活动，通过引导在职党员“认领群
众微心愿”，推动各类资源、服务向社
区下沉，形成了居民下单、社区上菜、
单位帮厨、互助多赢的良好局面。今年
以来，共有济南市军民融合办等20余
家单位的在职党员主动到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
帮助群众解决了防控物资短缺、急需
生活服务等一批实际问题。

以“红色物业”管理模式为着力
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进党建引
领物业服务管理工作，重点打造了
济齐路社区“党群自治、市场运作”
老旧小区治理模式、无影山中路联
合党委“网格化红色物管”开放式小
区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老旧小区
长效管理和商品住宅小区业委会、
物业和业主三方矛盾等现实问题。

寿光现代中学高三学生
刘一宁在河南新乡学习期间
为保护他人挺身挡刀，引发关
注。12月27日，刘一宁在河南新
乡住院康复治疗期间，已经重
回声乐课堂上课。五指肌腱断
裂后，刘一宁已经不太可能完
成明年的艺考，目前右手只有
小拇指能轻微活动。2021年艺
考进入倒计时，眼看就要与艺
考失之交臂，18岁的他，不想
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进入心仪
的高校，圆自己的大学梦。

艺考生挺身挡刀

高达34％的水损去哪了
物业称或是水表老化所致，小区居民无奈限时用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国晓宁 孙霞
见习记者 刘昊

12月21日，壹粉“****果果
3804”通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客
户端发来情报称，聊城市东昌府
区堂邑镇文庙社区从今年10月1
日开始，经常停水，去找物业，物
业推诿，一直解决不了供水问题。

12月22日上午，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根据壹粉提供的情报
来到了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文
庙社区了解情况。小区居民杨先
生介绍，停水的主要原因是水的
损耗太大，导致水费价格高。自来
水公司水费出厂价为3 . 22元/立
方米，但该小区因水的损耗太大
导致水费高达4 .66元/立方米，所
以居民不愿意再继续缴纳水费，
自来水公司就把小区的水停了。

今年10月1日开始停水，停了一周
左右，小区物业又让每户居民交
了50元的水费，自来水公司才又
重新供了水，这些水费一共用了
70多天，现在又没有水了。

“70多天，水的损耗高达
34％，损耗了400多方水，物业说
是有的居民家里的水表老化不
准导致水的损耗高。现在实行限
时供水的方法来减少用水损耗，
限时供水时段为早上7点来水，
晚上7点停水。”杨先生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

杨先生家里看到，阳台上堆满了
大大小小的储水桶。“这些水都
是晚上停水以后用的，烧水、做
饭、洗衣服、拖地都需要用它，现
在我每天白天都需要花很长时
间来储存水，非常麻烦。”杨先生
指着水桶说。

当天上午，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来到文庙社区物业管
理办公室了解相关情况。物业的
相关负责人介绍，小区停水的事
是因为居民不交水费导致的，现
在是限时供水，保障居民用水。

至于为什么水的损耗这么大，物
业也没有排查出来，只是初步判
断为有可能是部分居民家里的
水表老化不准。

“物业没有多收小区居民一
分钱的水费，除了加压泵站需要
支出的电费以外，剩下的水费全
部都交给了自来水公司，至于其
他的问题还需要你们去咨询镇
政府的相关部门。”小区物业管
理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说。

当天下午，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来到了聊城市东昌府
区堂邑镇政府了解相关情况。堂
邑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介绍，堂邑
镇文庙社区小区现在的限时供
水措施是小区居民代表提出的，
目的是减少水的损耗。目前，还
不清楚小区居民用水这么高的
损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只有先
排查一下是不是水表的问题，才
能排查其他原因。“我们已经把
此事报给了上级相关部门，我们
一定会积极解决这件事。”堂邑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说。

对此，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将持续关注。

右手拆下石膏的刘一宁，虽

然伤口未愈却仍然乐观阳光。

小区物业贴出关于供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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