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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当家野生海参双 11
抄底巨惠一年仅此一次

参当家野生海参应消费者不
断的电话强烈要求，决定于 2020
年 11月 1日-11日举办一场双 11
线下疯狂购秒抢活动，干鲜参当
家野生海参均有力度疯狂巨惠！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大到国内外经济社会、小到每个
家庭的衣食住行都受到了巨大的
影响。自疫情发生以来，参当家
始终密切关注抗“疫”进展，积极
响应党中央号召，把新冠病毒防
控攻关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任务
迎难而上，公司全面加强疫情防
控攻关，积极宣传防疫工作，倡导

提高自身免疫力，用实际行动彰
显了中国公民应有的使命担当。

11月 7日立冬，意味着正式
进入了冬天。我们北方人都有冬
天进补海参的习俗，时间是从数
九开始，每天进食一只海参，现在
生活水平提高了，保健意识增强
了，大家开始转为从入冬开始食
用海参。我们生活在自然界里，
人体的生理功能往往随着季节不
同而有所变化，所谓“天人相
应”。自然界的动植物，有“春生、
夏长、秋收、冬藏”的不同，人类到
了冬季，也同样处于“封藏”时期，
此时食用参当家野生海参，营养
物质易于吸收蕴蓄，发挥更好的
作用。

参当家野生拉缸盐海参
给消费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方便

参当家野生拉缸盐海参的由
来其实就是干海参的半成品，它
是鲜活海参宰杀蒸煮后加工而
成。这样的海参既能让食用者辨
别出海参的优劣，又能亲手体验
海参发制的简便，也不失传统加
工工艺保留的海参原有营养品
质，又为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提供
了便捷，真是一举多得。

参当家拉缸盐野生海参
疯狂秒抢！

活动一：参当家镇店之宝 7
年生拉缸盐海参原特惠价：998

元/斤，现价：买 5斤送 1斤本品，
拉缸盐海参预售期交 100抵 1000
（仅限：200组）；

活动二：参当家拉缸盐海参
原特惠价：699元/斤，现价：买 5
斤送1斤本品；

活动三：参当家无添加即食
海参特价折上折原特惠价：299
元/袋/30只，现价：买 5袋送 1袋
本品（仅限：200组）；

活动四：参当家无添加即食海
原特惠价：499元/袋/15只，现价：
买2袋送2袋本品（仅限200组）。

扫码（右下）进群纯福利：
99元/30只参当家无添加即

食海参（限购），2人成团豪礼相
送，全区流动配送

活动时间：11月 1日—11月
11日

开发区工厂店：烟台开发区
嫩江路3号海丰水产院内参当家

订购电话：400-0535-611
莱 山 区 联 系 电 话 ：

15318625888
芝 罘 区 联 系 电 话 ：

18660529955

参当家野生海参双11抄底巨惠

“每年我们都为困难群体订
爱心晚报，今年也不例外，为困
难群体献爱心的活动，我们年年
参加。”昨天，乐天拉面创始人、
总经理史书平为困难家庭订阅
了100份2021年的《烟台晚报》，
这是乐天拉面连续多年参加爱
心公益活动了。

家住毓祥街的肖淑芳老人

告诉记者，她是一名退休职工，
老伴糖尿病并发症无法行走。
老伴和她都喜欢看《烟台晚报》，
但是一直没舍得花钱订，去年乐
天拉面为她家送了全年的爱心
晚报，老伴在床上的日子不寂寞
了。家住桃花街的夏广琴无业，
现在独居，今年一直在看乐天拉
面捐赠的《烟台晚报》，老人说，

有了爱心报的陪伴，这下日子不
再寂寞了。

华茂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周霞
告诉记者，总部在华茂社区的乐天
拉面，每年都为社区困难家庭捐
献全年的爱心晚报，给他们送去
关心和温暖，这些善举折射出总
经理史书平的大爱精神，彰显了
爱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安益 通讯员 李姗姗）记者从2020
中国山东·烟台国际康养博览会组
委会获悉，博览会将于 2020年 11
月6日-9日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举办。中国爱行礼运互助平台将
在本届康博会上举行邻里互助智
慧健康养老模式规模复制启动仪
式，推出互助志愿者产业平台优
先政策，推动我市邻里互助养老
的发展。博览会期间，组委会将
为该项目设立专门展区，并协助
举行规模复制工作启动会议。

邻里互助智慧健康养老模
式，是烟台市创新实施的居家养
老模式。该模式由村居社区组
织、居民志愿者、居家老人以及社
会爱心组织多方结成邻里互助联
盟，形成虚拟的“邻里互助养老
院”，以老人住宅为养老场所，邻
里互助志愿者为照护人员，力、
文、商、医“四养结合”为内容导
向，中国爱行礼运互助平台系统
为技术支持，互助志愿者产业为
资源支撑，邻里互助圈为互助信
息交互载体，以股份制为合伙方
式的邻居多家庭抱团式居家养老
合作体。这一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一老多人帮，一呼随时助”，大面
积、低成本地解决空巢、孤寡老人
养老难问题。

2020 年 8 月至 9 月，省民政
厅、省卫健委在答复题为《在全省
推进“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建
议》的提案时指出，烟台开展的

“邻里互助养老”试点工作为完善
我省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提
供了借鉴。实践证明，该模式是
实施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
重要举措，是建立完善智慧健康
养老服务体系和关爱老年人体系
的有效探索，应进一步加强对该
模式研究和总结，积极推动实施，
惠及更多老年人，不断提升老年
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为在全市进一步推动邻里互
助智慧健康养老工作深入实施，
经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市工
信局研究决定，扩大试点范围，利
用一年时间，检验模式普适性和
全面运行效果，惠及更多老人。
按计划，2021年将在每个市区各
选择一个城区街道和一个农村乡
镇进行复制，复制村庄社区约
1000个，占全市村庄社区总数的
15%。

乐天拉面为困难家庭订100份晚报
今年疫情影响下仍坚持奉献爱心

企业回馈社会，也为企业带
来可持续发展。就在今年8月，乐
天拉面登上了央视二套《消费主
张》栏目鲜美烟台“舌尖上的故
事”。拥有21年历史、作为烟台最
早的拉面品牌，每天销售1000多
碗面，成为烟台的一个传奇。

承载了太多烟台人的青春
和记忆的乐天拉面，更是深深锁
住了食客的胃。记者了解到，随
着天气转凉，乐天拉面桃花街店
最近新上了羊肉面、鲜虾面、酸
菜肉丝面三种新品面，另外还有
特色烧烤，传统烤制的羊肉串、
猪肉串、猪腰子和鸡翅，因为用
料讲究，吃起来更放心。尤其是

羊肉面，1斤羊肉只能做2碗面，
面里满满的全是黑山羊肉。

在乐天拉面建设路中正市
场北门店，为了照顾三站及周边
南方人做生意较多的特点，建设
路店上了排骨米饭、蛋炒饭等。

记者了解到，自乐天拉面
成功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乐
笑天餐饮有限公司”后，目前，
乐天拉面已经在全省济南、泰
安等多地开设 8家分店，加上芝
罘区 2家直营店，共有 10家店，
发展势头迅猛。今后，乐笑天
餐饮有限公司将规范品牌运营
发展，打造烟台最受欢迎的拉
面品牌，为烟台市民提供更加

优质的服务。
虽然一份报纸的价格仅252

元，但其新闻价值可能改变一个
困难家庭的现状乃至将来。1
份不少，100份不多，如果您是一
名爱心人士，或是一个爱心企
业，那么请伸出您的爱之手，或
许您就帮助了一个困难家庭，或
许您无意间为企业培养了未来
的人才。请您与我们联系，热线
电话：18561079799。

两家乐天连锁店都上新品啦

就在今年中秋节前，乐天拉
面还捐赠了 150盒爱心月饼，送
给社区及养老院。“这些年来，我
们一直在中秋节前为华茂社区的
困难家庭送爱心月饼。”史书平表
示，今年因为疫情，不少养老院的
老人不能出门，所以今年除了为
社区困难家庭订爱心晚报外，乐
天拉面还在利润下滑时，为老人
捐赠了比往年还多的爱心月饼。

自开业以来，乐天拉面从未

停止传递爱心的步伐。他每年积
极响应本报发起的征集“爱心月
饼”活动，捐献爱心月饼，让困难群
体过上“暖心”的中秋节。每逢过
年过节，史书平都会和华茂社区居
委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带着花生
油、大米、面粉等生活用品，看望住
在附近的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这
些年下来已投入数十万元。

“我曾经也过过苦日子，现
在生活好了，我才更要去帮助有

困难的人。”史书平这样告诉记
者。如今史书平把更多的精力
投身于公益事业，靠着自己的影
响力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许多附近就读
的贫困大学生希望到店里打工
补贴家用，史书平每个寒暑假都
会设置相应的实践岗位，给予丰
厚的报酬，期间还资助过几名大
学生。史书平说，今后同样的帮
扶还会继续做下去。

从未停止传递爱心的步伐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刘晓阳）本报一年一度的

“新闻，改变生活”——为困难
家庭捐赠爱心报纸大型公益活
动正式启动。昨日，乐天拉面
馆总经理史书平在连续几年捐
献百余份爱心晚报后，今年再
次出资为困难群体订阅 100份
爱心晚报。自开业以来，乐天
拉面用良心做企业，用爱回馈
烟台市民，今年在疫情影响下，
在餐饮行业利润下滑时，仍未
停止传递爱心的步伐。

乐天拉面再次捐献百份爱心报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27日，市教育局下发《全市
各级各类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配备工作的意见》，到 2022年全
市将逐步配齐中小学校校医。寄
宿制中小学校或 600名学生以上
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配备专职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600名学生以下
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配备专兼职
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
比例不低于75%。

《意见》指出，全市各级各类
学校须严格执行学校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配备标准。根据《学校卫生
工作条例》规定，城市普通中小学、
农村中心小学和普通中学设卫生
室，按学生人数600：1的比例配备
专职卫生技术人员。中等职业学
校可以根据需要配备专职卫生技
术人员。学生人数不足 600人的

学校，可以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保健
教师，开展学校卫生工作。

“目前全市各中小学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配备比例不足 10%，
远远满足不了学校卫生工作需
求。”按照《意见》规定，未来两年，
我市将加大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配备力度。市教育局要求各区
市严格落实校医配备要求，将健
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
小学规范开设健康教育必修课
程。同时拓宽学校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配备渠道。各区市要会同机
构编制、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卫生健康等部门，对学校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配备问题进行研
究，探索多种方式，逐步配齐中小
学校校医。市教育局将把此项工
作列为 2021年和 2022年对区市
教育工作考核项目。

全市到2022年逐步配齐中小学校校医
在中小学开设健康教育必修课

破解居家养老瓶颈 储备居家养老资源
烟台市邻里互助智慧健康养老模式将进入规模复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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