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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范秀英租赁红星美凯龙建材馆商铺，
风田集成灶的收据丢失，定金单据金额贰万
元整，声明作废。

●李春胜购买的烟台黄务实业有限公
司的通世新城二期B6号楼1104号房的山
东省烟台市房地产企业预收款发票丢失，发

票 代 码 ：3700162350，发 票 号 码 ：
12044059，金额 115529 元，金额合计（大
写）壹拾壹万伍仟伍佰贰拾玖元整，开票时
间2016年7月20日，声明作废。

●韩仁香购买的锦泽香槟小镇的状元
府35号楼2单元604户的山东省烟台市房
地产企业预收款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3700162350，发 票 号 22044670，金 额
150925.00元，开票时间：2017年1月17日，

声明作废。
●于海洋（证件371083198304057551）

购买的由烟台黄务实业有限公司开发的芝
罘区通世南路087座2单元3层01户的烟
台市房地产企业预收款收据丢失。收据代
码237060791201，收据号码00082130，金
额玖万玖仟贰佰壹拾元整（99210元）。开
票时间2010年6月9日，声明作废。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
(个)800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
(个)，支票、发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
资格证、代码证、渔船用各类证件（个）
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份证、工
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
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文 摄影报
道）10月12日，由《烟台日报》联合芝罘区卫健
局、莱山区卫健局开展的“健康·大篷车”进社区
义诊活动，第三站走进位于芝罘区卧龙街道的
悠祥健康孵化园。党报记者和义诊服务联盟单
位一起送医进社区，活动现场为300名余市民
提供免费健康咨询，发放宣传材料2000余份，
进一步帮助市民解决健康问题，受到市民的好
评。

中西医结合治疗，成为市民咨询热点

当天上午9点多，在活动义诊现场记者看
到，中西医结合、妇幼、肛肠等领域的10余家医
疗机构来到广场为群众服务，现场人头攒动，不
少居民正在咨询健康问题。

“大夫，帮我看看颈椎，我经常头痛、头晕
……”常年脖子疼的王大爷来到普惠中西医结
合医院外科专家叶桂臣主任面前，叶主任仔细
查看王大爷的颈椎，一边触诊，一边耐心问诊，
给王大爷详细讲解了颈椎病的日常保养护理知
识以及治疗建议。“大夫，我平时血糖高，可以吃
哪些水果?”带着困惑的刘阿姨询问着，“您可以
吃一些含糖量低的水果，比如草莓、蓝莓、柚子
等……”内科专家耐心解答。

78岁的吴大爷是被老伴用轮椅推着来到现
场的，吴大爷是一名帕金森综合症患者，已经出
现了步行困难、反复跌倒的情况，同时还患有直
立性低血压，常常会晕厥。普惠医院中医康复
科主任徐东大夫亲自为他进行问诊、检查，“吴
大爷您的情况需要为您制定一个综合治疗方

案，治疗会包括运动功能训练、辅助机械训练、
针灸、药物调整等，建议您尽快入院治疗。”

“痛风一直没去根，时不时会一阵钻心的剧
痛，已经一年多了。吃点药就好点不几天又犯
了，然而大约三四个月前，发作越来越频繁了，
疼的时候简直感觉活不下去。”现场李大叔对西
南河中医医院李主任说着自己的病情。

李主任边号脉边给李大叔详细解答说：“治
痛风的方法中西医各有不同，大多解痛后容易
复发。中医的正宗治法，是找到并解决疾病源
头问题，解决疼痛，控制复发，效果较佳。我建
议您查一下血，结合您的病情我给您开中药调
理，当然也要你自己注意饮食。”

中医健康评估管理，受到市民青睐

在悠祥健康孵化园门前，一辆玉生堂慧中
医健康评估车以其先进的设备、便捷的操作、优
质的体验、科学的个人健康管理建议，吸引了众
多社区民众的极大关注。

记者看到义诊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热情繁忙
地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社区民众。体验者从
开始到结束，全程仅用十几分钟，就可以获得智
能中医把脉的新奇体验过程，还可以得到一份电
子档个人健康状态评估报告和健康管理方案。

活动现场一位63岁的李先生说：“我胃病
很多年了，现在胃很疼，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
我好受一些？”辰升健康管理机构的王老师通
过手诊给大叔诊断，并现场用柔慈理疗仪给大
叔进行10分钟的调理，大叔胃疼明显减轻，大
夫又通过手诊帮李先生问诊，帮助他叔提前做

到预防风险的发生。
“在网上了解过心理咨询，但没找过心理

医生，我想看看我现在的身体问题，精神焦虑
是不是心理问题？”59岁的姜女士问道，辰升健
康管理机构的柳老师通过与她的深度沟通交
流挖掘出，姜女士身体及心理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是因为初中时期的一个事件，被同学和老
师冤枉，内在的委屈一直没有得到释放而导
致，并现场给姜女士做了心理疏导，姜女士流
下激动的泪水。咨询完后姜女士说：“没想到
这么多年，自己以为过去的事情一直没过去，
影响自己这么多年，现在感觉心里舒服多了，
太感谢了！”

“我自己最近经常头晕，每次发病感到天旋
地转、站立不稳，去输液治疗效果一直不好。”活
动现场，居民孙女士向茽和堂血管病中医医院
主任刘同重说道，通过四诊合参发现，孙女士只
是脾肾阳虚，气血不足，医生为孙女士指导日常
注意事项及如何进行饮食调理，必要时可以口
服中药。“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相关疾病高发，中
老年人一定要做好防范。”

妇幼专家：应注重健康管理提高生活质量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一位宝妈带着宝宝
来健康咨询，碰到面熟的芝罘区妇幼保健院产
后科马元旭主任，激动地说：“生完二胎后漏尿
严重，就是按照马主任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现
在已经不漏尿了，而且还学会了正确的凯格尔
运动，在家随时锻炼。马主任您还记得我吗？”
马主任微笑着说道：“有印象的，其实盆底治疗

不仅适用于产后妈妈，像我们的妈妈或婆婆她
们那个年龄的女性也可以来做治疗，这样就可
以避免尿失禁、子宫脱垂等情况的发生，提高女
性的生活质量。”

在另一边，烟台家美妇产医院云霄主任针
对女性内分泌失调，不孕不育诊治、复发性流
产和孕期保胎进行了现场咨询。“我结婚三年
了还没有怀孕，平常月经量少，到过很多医院
治疗检查仍然未果。”云主任经过询问了解到
张女士存在双侧输卵管梗阻、多囊卵巢综合症
等多个阻碍怀孕的问题，随后云主任建议张女
士进行宫腹腔镜微创术、输卵管疏通术配合针
对性药物治疗法，之前有过类似病例通过积极
配合云主任的治疗方案，经过两个月的调理
后，顺利怀孕的案例。张女士听后非常高兴，
表示活动后会到家美妇产医院找云主任积极
配合检查治疗，希望能够早日怀上宝宝，圆自
己做妈妈的心愿。

胃肠专家：市民应科学饮食减少胃肠负担

活动中，医大胃肠医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

的王惠大夫带领义诊服务队，通过悬挂横幅、设
置咨询台、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广
大市民宣传胃肠保健知识。现场人群络绎不
绝，很多市民都涌入烟台医大胃肠医院的咨询
台前排队等待义诊。

虽然咨询的人比较多，但王惠大夫依旧
有条不紊地为市民免费量血压、做胃电图检
查，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健康问题。同时，
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提出具体的健康指导
及专业的诊疗建议。并且通过填写《烟台市
民胃肠早癌风险评估调查表》，让市民了解
自己的患癌风险，建立预防为主的正确健康
观念。

小刘与男朋友小徐做完检查，对工作人员
说：“听了王医生的讲解后，才知道辛辣、烧烤、
腌制类食物对胃肠道的损伤这么大，长期吃很
可能会诱发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我男朋
友平时就爱吃这些东西，说过他好几次也不听，
这回面对面听了医生的话后，看他还改不改。”
一旁的小徐在听她说完后，坚定地保证说：“这
次再也不敷衍了，一定改。”

家住初家卧龙小区的王女士在咨询完问题
后也颇为感触地说道：“原来现在胃肠镜技术这
么先进了，睡上一觉就做完了，而且还不难受，
改天我们夫妻俩就去医院检查一下，毕竟都40
多岁的人了，查一查也放心。”

“这种义诊服务真的太好了，既贴心又便
民，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真是实实在在为老
百姓做好事，希望这种活动今后还能开展。”参
加完义诊活动的辛先生连声感谢。

烟台日报“健康·大篷车”走进悠祥健康孵化园
为300余名市民提供免费健康咨询，发放宣传材料2000余份

小组赛最后一轮5:0胜丹麦队

中国女队晋级尤伯杯八强
新华社丹麦奥胡斯10月12日电 中国羽

毛球女队12日在尤伯杯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对
阵东道主丹麦队，结果五场较量全部获胜晋级
八强。

第一场单打，何冰娇迎战世界排名第23
位的小将克里斯托弗森。这是两人在世界大
赛上首次较量。第一局何冰娇开局领先，但后
半程遭遇逆转，以21:23失掉首局。随后何冰
娇以21:13和21:15连扳两局，为中国队拿下
第一分。这是本届汤尤杯开赛以来，中国选手
第一次需要打第三局来决定胜负。

“输掉第一局有点儿可惜。后两局前半程
有些胶着，后面打出信心，比分渐渐拉开。”何
冰娇说，“这里是丹麦主场，莉娜（克里斯托弗
森）是欧青赛的冠军，身高力量方面都有优
势。出色的对手会激发我的状态，接下来我会
越打越好。我和队友们状态不错，非常有信心
重夺尤伯杯。”

东京奥运会女双银牌组合陈清晨/贾一凡
以21:10和21:14直落两局，战胜世界排名第

25位的马厄隆/拉文组合。随后，21岁小将王
祉怡在与27岁的克亚尔菲尔德的较量中遭遇
强劲挑战。王祉怡在12:21先失一局情况下，
以21:15和21:17艰难逆转，为中国队拿到确
保本场比赛获胜的第三分。

作为第一次经历团体赛的年轻选手，王祉怡
与力量大、速度快的克亚尔菲尔德是首次碰面。

“这场比赛自己大多时候处在落后或被
动状态，她杀我后场球比较凶，让我感到很不
舒服。第一局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节奏对
不上，失误多。”王祉怡说，“后面比赛一场比
一场难打，经历这场高强度对抗后，信心增强
很多。”

黄东萍/李汶妹组合以21:19和21:15击
败博尔/波尔森，为中国队抢到第四分。最后
一场，世界排名第27位的韩悦以21:17和21:
9击败第39位的雅各布森。中国队在小组赛
以全胜战绩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尤伯杯八强淘汰赛对阵抽签将于14日所
有小组赛结束后进行。

世预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在沙特举行

中国男足2:3不敌沙特队
新华社沙特阿拉伯吉达10月12日电 12日

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中，中国男
足客场2:3负于沙特队。

面对前三轮保持全胜的沙特队，国足主教练
李铁首发再次变阵为532阵型，力图通过防守反
击寻找机会。沙特队则在上半场通过高位逼抢
占据主动。第14分钟，沙特队断球后在中国队
禁区前打出精妙配合，纳吉远射破门帮助主队首
开记录。

第33分钟中国队错失绝佳机会。张玉宁在
中场摆脱后送出直塞球，武磊高速插上单刀射门

被沙特队门将扑出。四分钟后沙特队扩大领先
优势，加奈姆右路传中，纳吉在后点将球撞进球
门，打入个人本场第二粒进球。

下半场开始，两球落后的中国队换上前锋阿
兰和洛国富加强进攻。这一换人在第46分钟立
刻收到效果，中国队连续配合后由阿兰斜传送进
禁区，洛国富停球后直接凌空吊射帮助中国队扳
回一球。

进球后中国队在场上一度占据优势，但第71
分钟沙特队替补出场的前锋布赖坎抢点破门，3：
1，沙特队再次扩大领先优势。

第86分钟，吴曦在禁区外远射，沙特队替补

出场的门将卡尔尼扑球脱手将球漏进球门。虽
然边裁判罚越位，但主裁判经过视频回看确认进
球有效，中国队又追回一球。

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曾获得绝平良机，可惜
洛国富在禁区内的近距离射门被守门员扑出，中
国队最终2:3遗憾落败。

同组本轮另外两场比赛中，日本队2:1击败
澳大利亚队，阿曼队3:1战胜越南队。目前沙特
队四战全胜积12分领跑，澳大利亚队三胜一负
积9分排名第二，阿曼队和日本队同积6分，中
国队一胜三负积3分排名第五，越南队积0分小
组垫底。

新华社沙特阿拉伯吉达
10 月 12 日电 在 12 日的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12强赛第四轮比
赛中不敌沙特队后，中国队
主教练李铁表示，球员在落
后时没有放弃，很满意他们
的表现。在赛后新闻发布会
上，李铁表示，球员在上半场
表现过于拘谨，落后了 2
球。但球员在落后的情况下
没有放弃。

“我对球员说，要把每场
比赛都当做人生最后一场比赛来打，任何时候
都不能放弃。我们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内
凌晨1点熬夜看球的球迷。”他强调，“我们的
球员都很努力，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球队太久没有踢像12强赛这么高质量
的比赛，我们需要尽快适应这样强度的比赛。
回到上海后，我们将加强训练，力争今后表现
得更好。”李铁说。

李铁指出：“长期在国外封闭训练比赛，对
球队影响巨大，我们希望能回到中国，在我们
的主场比赛，这和在中立国踢主场比赛是完全
不一样的，但11月份的两场主场比赛还无法
确定能否在国内举行。”

他补充说：“国家队需要更多有质量的热
身赛来锻炼队伍，但在目前疫情情况下，我们
的热身赛计划迟迟落实不了。”“我的球员们非
常不容易，克服了很多困难，我要再次对他们
提出表扬。”

最后李铁特别感谢了到现场为国足助威
的500多名中国球迷。

在近日举行的芝罘区中小学跳绳、踢毽比赛中，港城小学跳绳队和踢毽队顽强拼搏，表现出
色，分别获得团体第一和第二等次。图为港城小学踢毽队在比赛中。

通讯员 王少燕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摄

养正小学举办主题队日活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
员 潘国锋 摄影报道）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
先锋队建队72周年纪念日，芝罘区养正小学
召开了“红领巾心向祖国，争做光荣少先队员”
第五次代表大会暨2020级新队员入队仪式。

红领巾是少先队员胸前最亮丽的色彩，是

英雄先烈们鲜血的凝聚。二年级130名学生
光荣地加入了少年先锋队，鲜艳的红领巾在他
们胸前飘扬，新老队员铿锵的誓言回荡在整个
校园。少先队员代表发言：戴上鲜艳的红领
巾，我们将遵循队章，铭记队训，时刻牢记做一
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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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中，
中国队客场以2比3不敌沙特阿拉伯队。图为中国队球员洛国富（右一）在比赛中进攻受阻。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