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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疏通—

专业疏通 84522573

—老年公寓—
红山养老:13913883727喜顺搬家 84490675

喜顺搬家 84489058

疏通 86608994

外墙清洗、防水补漏、
维修18951075103

颐鹤老年公寓
颐鹤护理院 养老首选，老品牌。新推整
层全新精装房。欢迎垂询85750698

空调，冰箱，灶具，
热水器，洗衣机，
电视，86311234

招租：现有浦口区江浦街道文德路 35 号
110平方米门面出租，租期三年，招租底价
年租金55万元，招租时间2021年4月17日
至 2021 年 4 月 26 日止 联系人：林先生
18913015592

—保洁维修— —门面招租—
诚聘餐厅服务员、勤杂工
（女）、消防监控（有证）、保洁
（女），交五险一金、包食宿。
13809042376 张 86575896
汉中门大街 169 号农业科技
大厦7011，乘9、82、204、552
路到康怡花园

机关大楼

84720079、15951803813
QQ：970985952

广告订版电话

今年4月是第33个爱国卫生环境
提升月，为进一步提高园区精细化管理
水平，创造高品质生活环境，滨江开发
区综合行政检查执法大队以此为契机，
在园区范围内深入开展爱国环境卫生
暨深度清洁提升行动，将市容环境卫生
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来抓，推动园区综合
环境软实力稳步提升。

创新作业模式，精细保洁管理。按
照“以克论净、深度清洁”的工作理念，大
力实施精细化环卫保洁作业，采取“机械
清扫为主，人工普扫为辅”的作业模式，
对主次干道、绿化带两侧、人行道及路牙
进行每日不少于4次的精细化洗扫作
业，根据不同区域、道路特点，分析每条
道路的污染点、污染时段及造成污染的
原因，针对性的调整作业班次、作业时间
和作业人员，制定不同类型、不同要求的
作业标准，分类施策，落实差别化管理；
创新道路保洁方法，转变以往“单兵作
战”模式，实行“链式”联动机械化作业，
采取洗扫车辆通扫在前，高压冲洗车后
续跟进，小型作业车辆随行补位的一体
化保洁流程，强化作业车辆之间协调配
合，优化保洁作业效能，确保区域道路保
洁有特色、出亮点、现形象。

强化降尘力度，常态扬尘治理。高
标准开展洒水降尘作业，出动7台洒水
车、3台雾炮抑尘车对园区主次干道实
施全天候巡回洒水降尘、喷雾抑尘，针
对园区在建工地周边、渣土运输线路沿
线、大气扬尘监测点等重点路段，每隔
2小时进行洒水降尘作业，不断提升道
路扬尘控制水平；同时延长降尘作业时
间至晚间22点，常态化开展夜间道路
扬尘防治工作，最大限度抑制道路扬
尘，时刻保持道路湿润清洁、路见本色。

严格执法监督，落实源头治理。全
面落实专人检查制度，持续开展地毯式
摸排整治，明确施工场地“围起来”、喷
淋系统“装起来”、裸露土方“盖起来”、
车辆出场“冲起来”的四项整治目标，督
促施工单位守好“责任田”，严格落实扬
尘污染防治管控措施，对管控不严、措
施不力的单位，联合环保中队开展检查
执法，约谈项目责任主体，现场开具整
改停工通知书，层层压实管控责任落
实，切实提高在建工地管理水平；严把渣
土运输审核关，深入开展渣土运输路面
检查执法，重点查处手续不齐、密闭不
严、带泥上路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做好
烟尘管控源头治理。 通讯员 郭璞

滨江开发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
暨深度清洁提升行动

提起位于集庆门大街的易可中医门
诊，很多人耳熟能详，通过“治筋”治疗颈
肩腰腿痛，通过“修血管”治疗下肢血管
病，是其两大特色。但落户南京10年来，
很少有人知道，这家特色中医门诊是由3
个上海医生创办的。

3个上海医生南京开门诊，掀
起“治筋”“修血管”热

在集庆门大桥西公交站对面，抬头就
能看见一块醒目的黑底烫金牌匾高悬在
门头上——“易可中医”。门诊面积不大，
只有几百平方，但是就诊的火爆程度不输
大医院。

鲜为人知的是，该门诊其实是由3个
上海医生创办，专注于中医特色技术传承，
尤其是在颈肩腰腿痛、静脉曲张等下肢血
管疾病领域，在南京刮起了一股“治筋热”
和“修血管热”。开诊10年来，先后帮助数
以万计的病人，用口碑赢得了信赖。

其中，“谭氏筋伤中心”以上海中医药
大学硕士生导师谭德福教授为学术带头
人，中西互参，在传统经络理论基础上，结
合现代解剖学，针对深筋、浅筋，形成了以
高频电火花为特色的6种给药途径的“中
医透皮给药”的特色“治筋”体系（摘自《高
频电火花水针疗法》），做到“药透病所、靶
向治疗”；“奚氏脉管中心”系统传承了脉
管病泰斗奚九一教授临床经验，以奚九一
得意弟子、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磊为学
术带头人，主要针对肿痛痒黑等静脉曲张
等炎变综合征甚至“老烂腿”；“魏氏脑病
中心”以上海中医药大学魏江磊教授为学
术带头人，首提“活血新概念”，主要针对
顽固性头痛等脑部疾病。

传统的中医技术，在这里传承

谈到为何要在南京开设这样的中医
门诊，“奚氏脉管中心”学术带头人张磊表
示，以下肢血管病为例，临床很多静脉曲
张、老烂腿这样的下肢红肿热痛烂患者，
是四处求医，而中医脉管病泰斗奚九一教
授的“奚氏清法”（据论文《奚九一用清法
治疗脉管病的经验》），经过60年临床，帮
助了众多的患者。但是由于这样的治疗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的特色
技术也很少用于临床。

“作为奚老的弟子，我们希望把这一
技术进行推广，因此选择在奚老的家乡

——江苏作为试点，也希望造福更多的江
苏患者。”张磊介绍，易可成立之初，就提
出了这样的设想：将这些中医特色技术加
以抢救性挖掘，让中医“简便廉验”的优势
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

三代中医人接力，屡创医学奇迹

目前，易可吸引了多位学科大咖加
盟，并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共同帮助患者
圆梦的局面。

“谭氏筋伤中心”在谭德福“治筋”理
论体系下，形成了分层治筋体系，同时吸
引了上海“石氏伤科”传人、“男神医生”余
安胜教授；三峡大学教授、“治筋利器”研
发人程传国教授；全国颈肩腰腿痛研究会
副理事长沈锡山主任等“大咖”加盟，他们
也把自己的特长带到了易可。而中心主
任张魁也博采众家之长，8年来帮助了数
万名颈肩腰腿痛患者。

在“奚氏脉管中心”，“奚氏清法”第二
代传承人张磊、王义成、柳国斌，第三代传
承人唐若兰，不断结合临床进行创新和发
展，在易可形成了独特的“用腿吃药”、“全
程健康管理”等新模式，在南京10年救活
了数千条肿痛痒黑破的病腿，其中很多四
处求医，面临判截肢的“烂腿”，在他们手
下得到救治。

3个上海医生将中医诊所开到南京
“治筋”“修血管”，传统的中医技艺在社区“重出江湖”

医讯：每周一、三、五上午，张魁主任
在“谭氏筋伤中心”（集庆门大街11号，
集庆门大桥西公交站台旁）为广大颈肩
腰腿痛患者提供诊疗服务；每周一、三、
五上午，唐若兰主任为广大静脉曲张及
肿痛痒黑破等炎变综合征患者，提供诊
疗服务。

每周二、四、六上午，胡启芫主任为
三叉神经痛、头痛、帕金森、疱疹后遗症、
以及鼻炎、哮喘、皮炎等过敏性、免疫性疾
病及胃肠道疾病等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特需专家门诊——
奚氏脉管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教

授、“脉管修复师”张磊教授；上海中西医
结合脉管病研究所副所长王义成教授；

谭氏筋伤中心：全国颈肩腰腿痛研
究会副理事长沈锡山主任；全国腰椎间
盘突出症研究会理事、高频电火花研发
人程传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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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讯（记者 董婉愉）今年
元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
施，民政部对婚姻登记程序进行了调
整，在离婚程序中增加了 30天冷静
期。记者从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除
了少部分坚决要离婚的夫妻，很多准
备离婚的夫妻都接受了冷静期内的辅
导和调解。南京市民政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截至本月初，全市有三成申请离
婚的夫妻，在接受冷静期的辅导和调
解后放弃了离婚。

“离婚原因：婚外情，异地生活，家
庭关系纠纷，家庭暴力，婆媳矛盾，一方
不履行家庭义务……”今年起，来到南京
市建邺区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登记的
夫妻，进门都会收到一份妇联部门指导
的专业社会组织“缘之园婚姻家庭服务
中心”发放的《离婚冷静期婚姻家庭辅
导》表格，在自愿的基础上，他们可以接
受3次免费辅导，以决定是否必须离婚。

一对结婚5年多的年轻夫妇，妻

子还怀着9个月的身孕，两人来办离
婚。“缘之园”的志愿者向他们发放了
表格，两人分别接受该中心心理学和
法学方面专业人士的辅导。辅导两
次后，女方生产，男方悉心照料妻子，
不再提离婚。

原来，妻子怀上二胎宝宝后，为照
顾儿媳妇，婆婆从老家赶来。但因为
生活习惯存在差异，婆媳经常发生矛
盾，而丈夫多站在母亲一方指责孕
妻。这导致双方不愿意互相忍受，于
是来办离婚。

经过调解后，两人愿意站在对方
立场考虑问题，懂得体谅对方。“估计
不需要第三次调解了，他们在冷静期
内达成了和解。”“缘之园婚姻家庭服
务中心”主任吴俊女士告诉记者，他们
对来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的所有夫妻
都会提供一份表格，只有很少一部分
夫妻表示坚决离婚，其他的都接受了
在冷静期进行辅导和调解。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王小军 管
新宇 顾秀文 记者 王国柱）今年是
我国会计学泰斗葛家澍先生诞辰
100周年。4月15日下午，葛家澍先
生的学生们来到江苏省兴化中等专
业学校，举行葛家澍教育基金捐赠暨

“家澍奖”颁奖仪式，用来帮助该校会
计专业及相关学科的建设，奖励在校
优秀学生和优秀教师。

葛家澍，1921年3月出生于兴化
市昭阳街道，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
学。作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首任
院长，他是我国第一批经济学（会计

学）博士生导师，是国务院学科委员
会（经济）学科评议组第一届成员。
在长达68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他
带出70多位博士，是公认的中国会
计学泰斗。葛家澍生前十分关心家
乡兴化教育事业的发展，5年前，他
的学生以他为名捐资成立了葛家澍
教育基金，5年来，基金会帮助了众
多兴化学子圆梦大学。

在江苏省兴化中等专业学校阶
梯教室内，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原副院
长、会计学教授、博导刘峰代表“葛家
澍基金会”向兴化市教育局捐赠了
20万元，刘峰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会计学教授苏锡嘉、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合伙人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陈
箭深，分别为获得 2020年度“家澍
奖”表彰的学生、教师颁奖。

“从葛家澍教授平时的谈吐中，
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他是那么热爱自
己的故乡。所有葛老师的学生，也会
把兴化看成是自己的家乡一样，会一
直关注兴化，会一直思索怎么能为兴
化的发展做一点贡献。”刘峰说。

他们以老师之名成立教育基金
“家澍奖”圆了众多学子大学梦

捐款现场

30天冷静期内接受辅导和调解
南京三成闹离婚夫妻放弃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