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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烟台9月13日讯（记者
周宣刚）“自古中秋月最明，且
把思念遥相寄”。缕缕月光流淌，
将团圆的美好映照，即将到来的
中秋，不知会勾起多少游子内心
的思念。

见信如晤，写一封家书，诉
一番思念，用最简单的话语将内
心的思念和挂牵一一送达。即日
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台融媒
中心推出中秋节“壹封家书”征
集活动，欢迎节日里各行各业中
的坚守者，把你心里想说的话，
想表达的祝福说出来，可以是一
封长信，也可以是寥寥数语的关
切和问候。凡是入选的“家书”将
获赠精美月饼礼盒一份，我们将
把你的亲笔家书放置月饼礼盒
中,以最快速度邮寄给你的亲人，
让他们在看见天边的明月时，也
能感受到那月光之中，流淌着你
对他们们的思念和挂牵。

从前，车马很慢、路途遥远。
一纸信笺写满挂牵，越过千山万

水，向远方的亲人传递着一份份
思念。如今网络很快，距离再远
也可以近在咫尺，但终究填补不
了不在亲人身边的遗憾。

年幼时，中秋可能只是一块月
饼和一桌子美食；求学时，中秋可
能只是一个节假日，可以几天不用
上课；长大了，知道中秋是与家人
的团聚；离家后，与亲人相聚的时
间越来越少，在异乡举头仰望明月
时才理解了中秋团圆的意义。

什么是中秋团圆，无非是儿
女归家时一句“爸爸妈妈我回来
了”的惊喜；是共同举杯，欢聚一
堂的欢乐；是家人闲坐，灯火可
亲的幸福。人间最美是团圆，“团
圆”时刻隐藏在每个游子的内心
深处，每当佳节来临，它就会戳
痛每一颗柔软的心。

又是一年中秋时，每逢佳节倍
思亲。当人们沉浸在与亲人团聚的
欢乐气氛中时，当你我共赏明月把
酒话家常之时，总有那么一群人，
仍在默默坚守。他们在岗位上、在

工作中，怀揣着亲情，用行动守护
这座城市的幸福和安宁。

万家团圆时刻，他们虽然不能
与亲人相聚，但内心一定有许多话
想祝福远方的人、思念的人。一封
家书寄相思，纸短情长念亲恩。如
果你因坚守岗位不能同远方亲人
欢聚于团圆佳节，如果你因各种原
因与爱人长期分隔两地，对他们
有些想说却说不出口或者想说还
没来得及说的话，请拿起纸笔写

“壹封家书”，把浓浓的思念和牵
挂带到他们的身边。一封家书，一
盒月饼，今年中秋让爱回家。

活动参与方式

如果您想参与本次活动，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参与：

1 .下载并注册齐鲁壹点
APP，在“找记者 | 上 壹点”板块
@记者 张菁，并留下联系电话；

2 .搜索并关注“今日烟台”微
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并留下联
系电话。

中秋佳节倍思亲“壹封家书”叙情长
齐鲁壹点邀你写“壹封家书”遥寄相思和祝福

关注第17个预防出生缺陷日

出生缺陷预防怎么做？听听专家怎么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栾秀玲 潘晶

9月12日是第17个中国预防
出生缺陷日。11日上午，烟台市
烟台山医院、烟台市妇幼保健院
举行“大手牵小手·共圆健康梦”
家庭沙龙活动。同时，活动现场
还邀请长期接受诊治的出生缺
陷患儿家庭参与交流互动，为他
们现场答疑。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
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
常，是导致早期流产、死胎、婴幼
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主要原因。
出生缺陷严重影响儿童的生存
和生活质量，给患儿及其家庭带
来巨大痛苦和经济负担。

烟台市妇幼保健院是烟台
市唯一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及诊
治机构、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
救助项目定点医疗机构和功能性
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
2021年1-6月，烟台市活产数18784
例，新生儿“四病”筛查18749例，确
诊各类遗传代谢病共58例。其中，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56例，

苯丙酮尿症2例，均给予及时随
访和规范治疗。

活动现场，烟台市烟台山医
院、烟台市妇幼保健院妇幼综合
办公室主任姜英娟在致辞中称，
孩子是上天赐给每个家庭的天
使，或许他们会有这样或那样小
的缺陷和不足，但只要坦然面
对、理性对待，依然可以拥有美
好的未来，这个过程需要家长和
医护人员共同携手努力。值此中
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邀请出生
缺陷患儿家庭以赴家宴的方式
参与活动，也是想给这些家庭加
油、打气，让更多孩子有机会迎
接美好未来。

因无法进食普通面粉、牛
奶、鸡蛋、鱼肉等一般人喜爱的
食物，苯丙酮尿症患儿又被称为

“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他们终
生都需要服用特殊食品。活动现
场有4组苯丙酮尿症家庭参与，
三位宝妈回顾了陪伴孩子成长
的点滴，并对医护人员的专业指
导和耐心陪伴表示感谢。

针对患儿和家长关心的热
点问题，烟台市烟台山医院、烟
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

任嵇玉华一一作了解答。现场一
位外省市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
低症患者，在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出生并接受随访到初中毕业。后
来男孩求学到了外地，因服药不
规律导致病情加重。其间嵇主任
多方打听并主动联系其家人。如
今男孩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嵇主
任也成了他最亲近的人之一。

姜英娟主任告诉记者，出生
缺陷预防要把好孕前、产前和新
生儿筛查这三关。一级预防主要
是指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在孕
前及孕早期阶段进行综合干预。
二级预防指采用医学手段，在孕
期进行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从
而发现胎儿是否存在出生缺陷，
避免严重出生缺陷儿出生。三级
预防指对出生后的新生儿进行
相关疾病筛查，及早发现和治疗
出生缺陷儿，最大限度地减轻出
生缺陷的危害，提高患儿的生活
质量。

据悉，多年来烟台市烟台山医
院、烟台市妇幼保健院持续通过发
布科普信息、线上健康讲座等形
式，广泛开展出生缺陷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招远市开展海上安全生产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本报烟台9月13日讯 为维
护正常的海上渔业生产秩序,确
保渔业安全生产平稳，招远市开
展海上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专项行动。此次行动共派出

执法船只12艘次、执法人员40人
次，检查渔养企业21家、海上作
业船舶48艘，发现隐患12个，已
全部整改完成。

(通讯员 李丰波)

招远市开展出海作业疫情防疫安全教育

本报烟台9月13日讯 为做
好沿海疫情防控工作，招远市海
上安全专项指挥部对渔民开展
安全生产教育。船主们均表示，

积极配合维护海上疫情防控和
渔业安全生产秩序，积极配合政
府部门，严防输入，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通讯员 张桂美)

胶东泌尿外科医院中西合璧治疗前列腺炎

治疗前列腺炎，烟台胶东泌
尿外科医院是如何做到得心应
手的？烟台胶东泌尿外科医院业
务院长孙洪臣指出，前列腺炎治
疗起来棘手，主要是因为前列腺
有一层脂质包膜，普通的治疗，
很难突破包膜使足够浓度的药
物到达病灶处，灭菌消炎。

孙院长表示，在20年的前
列腺炎治疗中，烟台胶东泌尿
外科医院不断汲取传统中医

“新安医学”的精粹，结合现代
医学成果，研发出数十项特色
治疗技术。其中，中西结合新疗
法能根据不同的患者制定不同
的治疗方案，治疗更有针对性，
效果出众。

孙院长介绍，该疗法是将烟
台胶东泌尿外科医院研发出的
治疗前列腺疾病的中药专方制

剂——— 清泉胶囊(获省级成果认
证并取得生产批号，填补我省空
白)，与烟台胶东泌尿外科医院
引进的数十项代表前列腺治疗
水平的技术，如ECO前列腺多能
效应治疗系统、ZD前列腺电场
磁热治疗系统、MCVIE前列腺
治疗系统、前列腺场效消融系
统、ZRL前列腺腔道介入系统等
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根据不同患
者的不同病因，量身制定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

相关链接：烟台胶东泌尿外
科医院是一家专家型、学术型，
中西医结合的专业医院，专业诊
治泌尿外科、普外科、男科、妇
科、中医科等相关疾病。9月8日-
10月28日，男科、妇科单病种检
查每类仅需28元。详情咨询电
话：6259333

知识产权执法办案，海阳跑出“加速度”

本报烟台9月13日讯(记者
李顺高 通讯员 王慧娇) 近
日，海阳市市场监管局接到消费
者投诉称，海阳市缩放百货店涉
嫌商标侵权。执法人员在确认该
网店有关产品链接构成商标侵
权行为后，当日就发出责令整改
通知。该网店立即采取下架、断
开链接措施，整改完毕，当天立
案当天结案，创造了知识产权执

法办案的“海阳速度”。
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近

日，海阳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
秋季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加
快办案效率，最快达到了上午立
案上午结案，创造了“海阳速
度”。“通过本次专项行动，优化
了市场流通环境，保障了地理标
志产品特色质量。”海阳市市场
监管局知识产权科科长于华说。

海阳市市场监管局加强秋季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本报烟台9月13日讯(记者
李顺高 通讯员 王倩) 为进
一步加强秋季食品安全监管，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近日，海阳市
市场监管局全力启动2021年度
秋季食品专项抽检行动。

此次专项抽检行动注重
“检管结合”，计划9月10日完

成，共抽检 3 0 0批次，包括月
饼、米等30大类。目前抽检工作
正在进行中 ,抽检结果预计10
月上旬出炉。结果出来后，烟台
市市场监管局将依法对检测不
合格的食品经营单位第一时间
启动核查处置工作，确保食品
消费安全。

这名司机高速酒驾被查,只因头晚喝了半杯酒

本报烟台9月13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索天丰）

明知第二天要去外地拉货，前一
天晚上仍然喝酒，且带着媳妇孩
子上了高速，最终该驾驶员货没
拉上，反而要请朋友帮忙来高速
口将自己一家送回家中。这是近
日烟台高速交警支队蓬莱大队
民警在蓬莱收费站查获的一起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当天一早，执勤民警正在

开展早查勤务。当民警检查到
一辆鲁F牌照的白色货车时，快
排式酒精检测棒发出警示，民
警遂带驾驶员进行呼气式酒精
检测。

经检测，驾驶员王某每百毫
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51毫克，属
于酒后驾驶。民警询问得知，驾驶
员王某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杯白
酒，第二天早起，带着媳妇孩子去
青岛拉货，没想到被交警查获。

记者分别从烟台市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获悉，9月11日上午，一名69岁的登山爱好
者攀登昆嵛山途中突然前胸后背疼痛厉害，无法动弹，疑似心梗，恐有生命危险。因山势陡峭，救援人
员难以攀登，同行人员也无法将患者转移下山，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求助后，烟台市应急管理局立即指
令协调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请求海上救助直升机实施紧急救援。

14时15分，救助直升机到达现场，快速通过吊运方式顺利将患者及一名陪护转移到直升机，随后
将患者转交山下120救护车，为病患接受及时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闫丽君 通讯员 乔靖 王冬梅 摄影报道

紧紧急急救救援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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