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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祝福，关注老人精
神健康

为庆祝三八妇女节，丰
富社区老人精神生活，3月8
日上午10点，城润家颐养社
区在多功能活动厅举办“城
润家妇女节丝巾沙龙”，活
动吸引了几十位老人参加。

“大家记住啊，丝巾三分
系，七分整……”主讲老师
一边演示丝巾系法，一边帮
前排的老人整理作品，简单
的丝巾在主讲老师手中变
成一朵朵“玫瑰花”。在主
讲老师和现场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老人们很快进入状
态，成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

作品。活动结束后，工作人
员为老人们送上节日鲜花，
献上节日深深的祝福。

“活动挺好的，以前带丝
巾只是简单打个结，现在知
道了，原来丝巾还可以系出
各种花样来，我们这些老同
志们一起相互交流，更加有
乐趣。”82 岁的李阿姨说。
据了解，城润家颐养社区每
月都会根据节庆日组织不
同形式的主题活动，在具有
仪式感的节日里给老人送
去温暖和惊喜。同时，每周
固定开设老年大学课程，老
人们根据兴趣报名参加，体
验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

精彩活动，打造文娱养
老空间

城润家颐养社区公共活
动区域设施丰富，公共活动
空间超过总面积的 60%，除
了多功能活动厅，还配备有
字画室、棋牌室、影音厅、阅
览室、乒乓球室、台球室、手
工艺活动室等多个文化娱
乐空间，随处都有可供老人
聊天、会友的小会客空间。

“我平时喜欢跟老同志
们打打麻将、下下象棋，也
会去旁边的字画室画画。”
88 岁的宋阿姨退休前是一
名教师，兴趣广泛，入住社
区一年多，宋阿姨的兴趣爱
好也没有落下，在字画室创
作的工笔画作品经常受到
老人们和工作人员的好评。

社区多样化的文化娱乐
空间，满足老人们日常社交
需求的同时，也设计了多项
趣味性极强的益智保健活
动和主题活动，鼓励老人们
发展兴趣爱好，提高生活品
味，在多样化生活中感受家
的温暖。“在这里吃的、住的
都舒服，管理的也很正规。”
85 岁的刘阿姨刚刚入住社
区一个月，聊到入住感受，

刘阿姨给出了满意的答复，
“平时有感兴趣的活动会来
看看，感觉各方面都挺好
的，吃的更是不错，各种肉、
鱼、菜、粥，不用担心营养不
够，口味也很好。”

医养结合，全面搭建“享
老”场景

配备专门的医务室和专
职医护人员，开辟老人就医
的“绿色通道”，为每一位老
人量身打造个人健康档案
……城润家颐养社区通过完
善专业化的医疗卫生服务机
制，确保“医疗+养老”相结合
的颐养模式落到实处，细致
呵护入住老人的生理、心理
等全方位身体健康。

在日常照护中，城润家
的照护人员会定期对老人
们进行身体检查，关注老人
们的身体情况和情绪变化，
提 醒 老 人 们 就 医 或 者 用
药。“年纪大了爱忘事，吃药
都得别人提醒，要不然就会
忘记”，李阿姨说，“入住之
后，每餐工作人员都会提醒
我用药。”

除了来自专业团队的
“软服务”，城润家白沙精典
颐养社区还配备了康复健

身区等“硬件”服务。配备
各种先进的康复设备，聘请
专业的康复师为老人提供
个性化的康复训练。“除了
身体的康健，我们也高度关
注长者的心理健康，社区会
定期邀请心理学专家到院
举办心理健康讲座，为老人
们提供细致的健康咨询服
务。”工作人员表示。

传统的养老方式是给长者
提供一张床，城润家的养老理
念是给长者一个家。城润家颐
养社区欢迎广大市民参观体
验。电话：0532- 81151199/
81156699地址：青岛市城阳区
三零八国道397号（黑龙江中
路与白沙河交汇处）

城润家颐养社区妇女节丝巾沙龙成功举办
33月月88日上午日上午，，城润家颐养社区多功能城润家颐养社区多功能

活动厅内笑声郎朗活动厅内笑声郎朗，，气氛温馨气氛温馨，，现场数位老现场数位老
人在主讲老师的带领下人在主讲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丝巾系法学习丝巾系法、、互互
相欣赏作品相欣赏作品，，沉浸在丝巾沙龙的乐趣中沉浸在丝巾沙龙的乐趣中。。

别样女神节，情暖老人心

本报讯 近日，青岛 80
岁的冯国胜因为一台制氧机
的“售后服务”搅得心烦意
乱。他买的一台鱼跃牌家用
制氧机“闲置”了 4 年多，前
段时间因身体不适想拿出来
使用时，却发觉不能正常工
作了，售后服务电话一直联
系不上。经记者辗转与厂家
取得联系后，已为冯先生圆
满解决问题。

冯先生介绍，商家当时留
了两个售后服务电话，第一个

电话显示为“空号”，第二个电
话有人接起来问是哪家的产
品，当冯先生告知品牌后，对
方回答“不是我们厂生产的不
负责修理。”这让冯先生很诧
异。他再次拨打这个好不容
易打通的电话继续追问，对方
给了他另一个号码，说你打这
个试试看。当他拨通第三个
号码时，对方询问是哪年买
的，当得知购买年份时直接告
诉他“你的制氧机已超过了使
用寿命，不值得修了。”这让冯

先生很不解，“说明书上没写
使用寿命，坏了还不能修，这
可是好几千块钱的东西啊。”

据记者了解，冯先生拨打
的是经销商而并非生产厂家
的电话。经销商一旦有变，
电话就打不通了。记者仔细
查看了冯先生提供的产品使
用说明书及保修卡，并尝试
拨打上面的电话。拨通后，
听到的大部分是语音提示，
要求先关注厂家微信号，再
根据需求进一步咨询。在辗

转多次联系后，记者终于帮
其联系上客服。

冯先生与新的售后客
服取得联系后，已就维修一
事达成协议。与此同时，记
者也帮冯先生关注了厂家微
信号，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可
以直接在微信号里留言。冯
先生对此十分满意，“谢谢你
们的帮助，终于和他们联系
上了。不管怎么说，该修
修，该换换，总算是有了解
决办法。”（记者 王丽洁）

线上“客服”不接地气 老人蒙圈难修电器
经本报协调问题得以解决

本报讯 “快帮帮我
们吧，我老伴叫人忽悠
了，买了3万元的保健食
品！”近日，一对80岁的张
姓夫妇来到青岛市崂山
区中韩市场监管所投诉。

经了解，原来是张先
生体检查出重病，老伴张
女士四处求医问药。在
一场讲座中，听信了店员
宣传的一款胶囊类保健
食品对各种老年病有奇
效的说法，加之现场还有
一位 82 岁老乡现身说
法，称可以治疗癌症。张
女士当场就购买了30盒
胶囊，共计 3 万元。“3 万
呐，差不多一年的退休
金，我们回去退货，人家
说我们是自愿买的，不给
退。”老先生又气又急。

针对老人反映的商
品讲座现场虚假夸大的
宣传行为，监管人员约
谈涉诉商家负责人，并
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广告法进行法律法
规宣讲。经过耐心细
致、有理有力的沟通调
解，商家同意退款。

（记者 崔佳佳 通
讯员 孙莎）

保健品能治病？
3万元险“打水漂”

为进一步做好银行业
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融教
育宣传工作，提升公众风险
防范意识，渤海银行青岛分
行积极开展“3.15”金融知识
宣传活动，切实维护好消费
者合法权益。

以营业网点为中心，打
好教育宣传“阵地战”。一
是通过营业网点 LED 宣传
屏播放宣传口号，在厅堂内
布置主题海报、横幅、单页
等 宣 传 品 ，设 置 客 户 意 见
箱、意见簿，公示投诉电话、
投诉处理流程图，通过电视
机滚动播放主题宣传视频
等宣教信息；二是在公众教

育服务专区摆放“金融伴我
成长”、敬老服务手册读本，
由厅堂人员担任金融知识
小讲师，向前来营业网点办
理业务的客户主动发放宣
传材料，针对不同客户群体
开展差异化宣传；三是在营
业网点举办了多场金融知
识普及公益讲座活动。

以各类场所为支点，不
断延伸金融知识宣传触角。
该行秉承“精准定位、服务到
家”的理念，315 期间在辖内

网点组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骑兵队伍，深入石老人海水
浴场、金家岭社区、马濠公园、
利群超市及金狮广场等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活动。活动现
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
折页，向群众宣传了3·15消
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内容，讲解
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
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重点宣
传了存款保险、征信、防范电
信诈骗等与金融消费者权益
密切相关的内容，此次轻骑兵

队伍共开展活动6场，分发宣
传资料356份，触达270人次。

聚焦“一老一少”重点人
群，着力提升金融素养。该
行通过“营业网点＋老龄化
社区”“营业网点＋老年大
学”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老
龄化权益生态圈，通过现场
讲解、播放视频以及案例分
享等形式，使老年朋友及时
了解新兴诈骗手段和非法
集资套路。市南支行携手
市南区老年大学开展公益
课堂活动，向学员们详细介
绍存款保险制度、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非法集资、个人
信息保护等内容。

聚焦老年人群 提升金融素养
渤海银行青岛分行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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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便民民信息信息
联系电话

0532-82933068
转让
●转让练习

拳击设备一套。电
话：15666790158

●转 让 多
种儿童车，电话：
13605328128

●转让平衡
车、电动脚部按摩
器、32cm×32cm
圆桌布8个、白色
布 料 。 电 话 ：
13370841812

● 转 让 跑
步机、按摩仪。
电 话 ：0532-
84619389

●转 让 全
新 12 伏特轮胎
充气机，有照明
功 能 。 电 话 ：
13206482474

●转 让 手
风 琴 ，电 话 ：
13589234956

●转 让 两
个电烤箱、两个
机顶盒、山地自
行车、两辆电动
车、两个铁炒锅、
不锈钢宠物笼、
坐便椅、老式折
叠 床 。 电 话 ：
13021693318

●转 让 不
锈钢绞肉机、电
风扇、不锈钢蒸
锅、毛毯、被套、
体重秤、床品八
件套、暖风机、毛
线、轮椅、布料、
麻将、鸭绒背心、
毛巾被。电话：
19953285004

●转让全新
旅行拉箱、梅花
挂匾、书籍。电
话：18661974921

●转让全新内
裤、家用工具螺
丝刀等、字画装
裱 机 。 电 话 ：
15692347342

●转让纯毛
地毯两个、皮大
衣，均全新。电
话：1886622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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