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助视类放大镜，融合LED光源，确保老年人
能够清楚阅读、舒适阅读，保护眼睛、呵护视力，提升
晚年生活品质，避免意外事故，让老年朋友方便使用
放大镜读书、看报、看手机、刺绣等，为庆祝修生健康
成立19周年，进行品牌宣传，特面向本市60岁以上居
民免费发放修生牌读报专用放大镜，夫妻优先。

报名地址：秦淮区太平南路2号日月大厦1805（地铁2\
3号线大行宫3号出口，公交1、3、5、9、25、31、34、80、313、
802游2大行宫站），不得代报代领。

预约微信（电话）：138-5172-7577
（先预约，再凭本报上门报名领取）

中老年来电申领
读报专用放大镜

南京修生养心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广告

—搬家信息、专业疏通—

蚂蚁搬家，特价86199908

空调，冰箱，灶具，热水器，洗
衣机，电视，86311234

喜顺搬家，诚信84490675

专业疏通84522573

保洁员：65岁以内，4500元/月，

上班时间：7-21:30。项目经

理：60岁以内，6000元/月。

郭经理，13921405623

新街口商场招聘
蚂蚁：专业搬家84239058

厂房招租
汊河工业园，面积4500m2，
可分割，价格面议，面积大
可 优 惠 。 电 话 ：
13305181286高南京市容备案企业 18951075103王经理

外墙清洗，幕墙维修安装、钢结构防腐

客户经理，销售主管，经理助
理，区域管理员，客服专员，培
训讲师，双休 +旅游，薪资
4000～11000 元，22～50 周
岁，高中以上学历，无专业要
求。13905176630朱经理

集团诚聘

84720079、15951803813
QQ：970985952广告订版电话旺铺招租 江宁区胜太路同曦

鸣城 A5 幢（肯定宾馆，独栋
三层 2021 年 2 月 28 日到期）
2023平米，现对外招租，适宾
馆、餐饮、百货、商务办公。
联系人：魏先生13057509956

疏通：86608994

竞租信息1、幕府西路122号：81.54平；2、燕江园8幢：56.75
平；3、金陵新村 55 号-1 ：30 平；4、金陵新村 55 号-2 ：25
平；5、头所村90号（4套）：分别22.65平；6、五所村150号
南楼：36平；7、迎江园4号北-1 ：18平；8、迎江园4号北-
4、-5、-6 ：分别21.96平；9、迎江园4号北-7 ：20.40平 ；
10、迎江园6号（0-8）：20平；11、迎江园4号北-10 ：22.56
平；12、姜圩路20号-40号之间大车棚 ：100平；13、金陵新
村二村 55 号旁大车棚：200 平；14、中央路 121 号 101 室：
72.44平；（上述出租房屋禁止扰民，以有关部门批准为准）
报名时间：2020年11月30日-2020年12月2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00
联系人：黄先生、报名电话：13357805501
报名地址：鼓楼区云南路24号鼓房易家

—房产招租信息—

—家电维修、保洁清洗—

幸福小康
看鼓楼

辖区拥有7万多常住人口的南京市
鼓楼区小市街道，60岁以上老人就达到
了1.8万，为老服务成为该街道民生工作
重点之一。在刚刚试运行的小市街道养
老综合服务中心，老人们不仅能享受到
日间照料、健康管理等常规服务，还可以
体验中医药文化等特色项目，晚年的生
活品质大大提升。通讯员 袁冶 鲍非非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薛玲

优质养老服务送到“家门口”

小市街道养老综合服务中心位于线
路新村小区内，曾是中能建线路厂的职
工活动中心。走进幽静的徽派小院，U字
形的二层小楼里面却是济济一堂的热闹
景象，老人们有的在玩棋牌，有的在借助
器械锻炼，还有的则在享受着中药泡脚
……悠闲祥和的景象映衬着小院正中的

“乐寿宫”，成为这三个字最生动的写照。
小市街道副主任贡亚琴介绍说，街

道辖区拥有7万多常住人口，60岁以上老
人就达到了1.8万，为老服务成为街道民
生工作的重点。为此，他们统筹街道养老
服务资源，打造了养老综合服务中心，让
辖区更多老人能够享受到便捷、优质的
养老服务。

中医特色示范医养融合

“除了基础的助餐、助浴等十四助服
务，我们也在打造中医保健特色医养服
务。”小市街道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由社会
组织艾心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承接运
营，艾心堂负责人卢筱燕告诉记者，中心
设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
健康管理中心、文体娱乐中心等七大主
体，除了常规的养老服务，这里还有药膳
体验中心、中医药文化体验中心、中药园
科普中心等。

在这里，独居、高龄、孤寡、失能、半失
能老人每周都能享受到上门量血压、测血
糖服务，需要康复人员的家属则能接受专
业的康复指导。更值得一提的是，老人们
还能以低偿的助老价享受到艾灸、下肢药
浴、刮痧、拔罐等中医保健服务。

“乐寿宫”里享受最美夕阳红

采访时，扬子晚报记者碰上了正在
泡脚的83岁李宝俊老人，老人告诉记者，
这里的工作人员对他们都特别好，自己
没事也爱到这里来打发时间，“约上老姐
妹一起来泡泡脚、聊聊天，比干坐在家里
有意思多了。”

和李宝俊一样，94岁的汤秀英也将
小市街道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当成了自己
的第二个家。“你别看我这么大年龄，能吃
能跑，身体好着呢。”汤秀英笑着说，自己
在家坐不住，没事就爱到“乐寿宫”转转玩
玩，“这里人多热闹，在这里坐坐心情都很
好。”

在南京有一位中医手诊医生，他就
是全国颈肩腰腿痛研究会副理事长沈锡
山主任。提起他的名号，全国很多颈肩
腰腿痛病友都耳熟能详。7年来他扎根
在南京集庆门一家社区特色中医医院
——易可“筋伤中心”，实践“治筋少手
术、养筋防复发”的理念。

腿疼麻两次手术又复发，他
手诊找出病根

在“筋伤中心”有腰椎间盘突出多年
来求医的病例，腰疼、右腿麻木，后来做
了手术；术后几年复发，腰疼腿麻加重，
影响正常走路和睡觉，弯腰很困难，又做
了第二次手术，腰部疼痛好转，但腿部麻
疼未见改善。

沈锡山手诊发现其腰三、腰四部位
有大片“筋疙瘩”，存在明显的“筋伤”，而
手术不能解决“筋伤”问题。经过一个疗
程的高频电火花系统治筋，老人专门赠
来一面锦旗表示感谢。

7年扎根社区，传承正骨、手诊技艺

2013年，沈锡山遇见易可“筋伤中
心”创始人谭德福。他发现，这里“治筋少
手术、养筋防复发”的理念与自己“保守治疗
颈肩腰腿痛”不谋而合。在中心的邀请下，
他将自己的正骨、手诊绝技带到“筋伤中
心”，7年如一日，救治数万名颈肩腰腿痛。

沈锡山看病从不依赖CT，通过手
诊，很多疑难杂症得到确诊。为了准确
诊断疾病，他不停练习解剖，熟悉腰椎、

颈椎的组织结构。手诊需要手指的力
量，他每天用五个手指做俯卧撑半小时，
一周两个半天跟着老师张朝纯学习正骨
技艺。名师出高徒，整整10年苦学，沈
锡山出师，在中医骨伤界闯出了一番天
地。

科学辨症，解决治筋大难题

沈锡山说，大部分颈肩腰腿痛不是
骨头问题，而是筋（肌肉、韧带、筋膜）的
问题，颈肩腰腿痛是长期“筋伤”累积的
结果，但是目前临床治疗却往往忽略了

“筋伤”这个关键点。
易可“筋伤中心”创新性的采取“分

层治筋”，对于“浅筋”和“中筋”，通过熏
蒸给药、敷贴给药等中药透皮给药，达到

“药透病所，靶向治疗”的目的。而对于
难以到达的“深筋”，高频电火花，像钻地
弹一样，直接穿透深层筋经，突破粘连的
软组织，营养神经根（摘自中国科技出版
社《高频电火花水针疗法》）。同时，可有
效避免动刀，很多“无法动刀”和“不适合
动刀”的颈肩腰腿痛，也都通过特色治筋
找到了治疗新出路。

11月28日（周六）上午，沈锡山在易
可中医门诊（集庆门大街11号，集庆门
大桥西公交站台旁）为广大颈椎病、腰椎
病、肩周炎、膝关节炎等颈肩腰腿痛患者
提 供 诊 疗 服 务 ，可 提 前 拨 打 025-
84506642预约。 （吉久山）
（宁）医广【2020】第02-24-014号

（广告）

这家社区专科门诊有位中医手诊医生

传承绝学扎根社区
7年如一日专攻颈肩腰腿痛

颐养天年“乐寿宫”

排名靠前的房企都在用

“南京排名靠前的房企都会使用
类似的系统。”H先生曾在南京多家
知名房企的营销岗位上任职，对于人
脸识别这项新兴数字技术，他显然有
话要说，“现在的房子除了极少数几
家靠抢之外，多数需要拓展‘渠道’，
让中介帮你卖房。”这里所说的“渠
道”，是售楼处案场之外的销售渠道，
如果有成交，房企必须支付给分销商
一定的费用。那么如何判定某位客户
是自己找上门的，还是分销商带来的
呢？H先生说，过去通常要靠人工登
记。“但有销售人员为获取额外利润，
偷偷将自然来访客户登记为分销商
的客户，待成交后房企返利，销售员
再跟分销商分钱。”为了杜绝这样的
情况，H先生表示，国内许多知名房
企都引入了人脸识别。

识别数据最多保留3个月

L女士则坦言，2018年受公司指
派，专门对接过国内知名的明源公司，
这是一家针对开发企业客户的电子商
务公司，在合作房企列表上，记者发现

许多买房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绿地、华
润、招商、旭辉、融信、雅居乐……

L女士表示，人脸识别主要用于
区分客户属性，且后台数据通常1个
月就会删除，因为分销期一过，系统
数据就需要更新；如果是商办产品的
话时间会稍长，也不会超过3个月。

客户有权要求删除个人信息

针对售楼处人脸识别是否侵犯个
人隐私，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李燚律师表示，这要分
两种情况：如果商家将搜集信息的操
作提前告知客户，且客户认可情况下，
应当是合法行为；如果像新闻报道中
的那样，大部分售楼处在“无感”获取
客户信息，毫无疑问，这就是侵权。

售楼处的人脸识别会获取客户的
姓名、电话、住址等隐私信息吗？李燚
认为如果只是搜集面部特征、没有后
台数据支撑，那么这种收集的意义不
大。李燚还提醒买房人，遇到售楼处在
本人不知情情况下进行面部识别，可
有两种途径解决：客户与商家沟通，要
求删除相关信息；一旦沟通无果，客户
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

A10身边事 2020年11月25日 星期三
编辑：林昀 马嘉 版面：马媚 校对：承虹

近日，售楼处里的“人脸识
别”成为房地产界的热门话题，
因为担心自己的面部信息被盗
用，有买房人甚至戴着头盔去看
房。南京的售楼处里有人脸识
别系统吗？如果被抓拍，买房人
该如何应对？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业人士。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马祚波

南京也有楼盘在用“人脸识别”
法律界人士：若非提前告知，客户有权要求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