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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贴心养老住宅将亮相敬老文化节
在设计理念和细节上，这些地产项目处处体现着对老年人的关爱

□记者 李丽

生活日报10月16日讯 为

庆祝首届齐鲁敬老文化节，表

达天下子女对父母的一片孝

心，万氏留香高端茗茶品牌特

提供200份寿宁高山红茶茶礼

助力敬老节！凡敬老节现场订

阅2016年全年《生活日报》，立

刻送价值240元的寿宁高山工

夫红茶茶礼一份。

山东省茶文化协会副会

长、万氏留香品牌创始人王军

说，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重阳节之际举办首届

齐鲁敬老文化节是给泉城老

人最好的礼物，万氏留香品牌

也想借此表达对天下父母的

爱心，特提供200份产自福建

寿宁的高端红茶茶礼助力敬

老节。

红茶历史距今大约有四

百年，此次万氏留香提供的

寿宁高山红茶属于工夫红

茶，原产地是福建寿宁。工夫

红茶因制作工艺和泡茶工艺

繁琐讲究、极费工夫而命名。

其中代表有：福建坦洋工夫，

福建寿宁高山红茶，祁门红

茶，福建白琳工夫等。

万氏留香品牌创建于

2006年，近10年时间已经发

展成集茶园种植、生产、加

工、销售、科研及茶文化传播

于一体的茶叶连锁机构，公

司在福建寿宁建有茶产业基

地，建有原生态有机茶园

2000亩，厂房近3000平方米，

茶园海拔800米以上，主要是

以野生小菜茶特色茶为主，

保持原生态茶叶做工。

王军介绍，质量上等的红

茶，具有汤色明亮，不浑浊，白

瓷盖碗冲泡不挂杯，不沾色，

洗茶少沫，极其耐泡等特点。

寿宁工夫红茶冲泡水温九十

度到九十五度为好。盖碗杯冲

泡每杯只放入3-5克的红茶，

大致，第一杯洗茶为3到5秒。

二三四五泡5到10秒，六七八

九泡15到20秒。

10月21日至24日，千佛

山风景名胜区南门西侧齐鲁

碑刻文化苑内，首届齐鲁敬老

文化节期间，凡现场订阅2016
年全年《生活日报》（150元一

份），立刻送价值240元寿宁高

山红茶茶礼一份，超值大礼，

数量有限，先订先得。

200份万氏留香
高山红茶免费送

敬老节现场订报立送价值

240元寿宁高山红茶茶礼一份

万氏留香寿宁高山红茶茶礼。

□记者 王倩

生活日报10月16日讯 即将

在重阳节跟全省人民见面的首届

齐鲁敬老文化节，以敬老爱心服

务为主题，主办方备下了最丰富

多彩的活动和演出，最不可能的

优惠和低价。在敬老文化节上，老

年人可以享受到从衣食住行到医

疗、养老、法律等各种免费服务。

敬老节现场如果订购报纸，还能

免费加入生活日报俱乐部，参加

各种只针对会员的活动，享受现

场订报礼品赠送。

省立医院顶尖专家免费问诊

首届齐鲁敬老文化节上，省

立医院、省胸科医院等10家医院

资深大夫，将现场免费坐诊，并且

专门带来了老年人常见病的专

家，为老年人带来专业的诊断。

省立医院每天将有一名顶尖

专家在敬老文化节现场接受咨

询，包括神经内科、保健心血管

科、针灸理疗康复科、中医科在内

的负责人将轮流在敬老文化节坐

诊，接受老年人现场咨询。

省胸科医院将派出肺病专家

坐诊；济南医院康复专家将免费

接受咨询；济南血管瘤医院的血

管病专家也将到现场；济南106
医院、济南可恩口腔医院都将

亮相敬老文化节，其中可恩口

腔医院还携手本报推出“免费

种植牙 三年返现”公益活动。

山东东方男科医院的男科

专家、济南耳鼻喉医院的耳鼻

喉专家、济南中德骨科医院的骨

病专家，将同济南八院的专家一

起，在敬老文化节上为参加活动

的读者免费提供医

疗咨询服务。

食药安全、涉老类服务咨询

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将派

出工作人员，在敬老节开幕当天

现场接受咨询，宣传食品药品安

全知识；省和济南市老龄办设置

的涉老服务展和敬老成果展示，

将让老年朋友对涉老方面的服务

政策一目了然。

家庭电视老年大学在敬老文

化节活动现场可接受老年朋友报

名；济南市民政局组织的80余家养

老机构展示，现场接受老年人养

老政策和服务咨询；济南市老年

人大学的学员将在开幕式当天表

演集体歌舞、太极操等节目；由老

干部之家杂志社推出的“100个家

庭的抗战故事”图片展将供老年

朋友观览。

本报与济南市老龄办、济南

市城市园林绿化局等单位联合举

办的“千佛山夕阳红相亲大会”，是

生活日报首次为中老年朋友举办

专场相亲会，在敬老文化节现场，

他们的展示牌将成为单身老年朋

友的交流平台；针对老年理财的需

求，敬老文化节邀请了正规金融

机构，现场介绍老年理财诈骗典

型案例，帮助老年人正确理财。

来挑挑夕阳红旅游专线

海尔等电器商将携各种家电

前来展示；临沂国旅会带来精心

为老人打造的夕阳红旅游线路；

锦秀缘将带着产自南山农业园的

有机蔬菜、水果前来，他们还将带

着自家锦秀缘大桶水，供参加活

动的老年人免费品尝。

上次被抢购一空的好茶又来

了，生活日报读者内购会同步开

抢。对于脾胃虚寒的市民来说，发

酵过的红茶茶性偏温，可能是更好

的选择。内购会带来日照甲子山茶

园出产的绿茶、红茶和茉莉花茶，

从产地直供敬老节。此外，精心挑

选的沾化冬枣也将从下洼镇的地

头，直达敬老文化节现场。进口食

品展销活动也将继续进行，多种常

年盘踞进口食品销售榜前几名的

畅销食品，以最实惠的价格出现。

在连续成功举办两期“我给

你家换把放心锁”活动后，生活日

报联合世纪开锁第三季将亮相本

届敬老文化节。在活动现场预订

锁芯的市民，将享受到全国统一

零售价598元的C级锁直降至398
元，还可获赠2016年全年《生活日

报》，仅限前100名，赠完为止。

免费法律、清洗、体检、鉴宝

生活日报俱乐部也带来了

丰富的礼品和活动。生活日报俱

乐部实行注册制，会员定期享受

服务、交流联谊等活动，参与报

社各类品牌活动，享受品牌赞助

商的商品便利和消费优惠服务。

只要在敬老文化节现场订

报的读者，每天提供5 0份价值

240元的寿宁高山红茶茶礼，先

到先得，赠品比报纸都贵。现场

订报还能直接成为生活日报俱

生活日报俱乐部订报有好礼

乐部会员，免费获赠俱乐部会员

卡。已订阅了2016年《生活日报》

的读者，只要拿着订报单据，现场

也可免费领取会员卡。凭借会员

卡可以10元看电影、免费洗车5
次，在联盟商家消费还有各种折

扣优惠。

在敬老节上，生活日报俱乐

部将独家首推“芙蓉馆曲艺大舞

台”优惠套票，分60元和100元
两种，算下来只需要10元就能听

相声。

本报律师团邀请到山东千舜

律师事务所，该所杨志刚、王伟、

王军、孙才望、安昕等十几名律师

将为老年人现场解答问题，面临

赡养、房产纠纷等问题困扰的老

年人，可以寻求免费法律援助。

首家互联网专业干洗公司济

南e洁洗也会到场，免费提供各种

鞋子的护理、保养、上色、补伤服

务。现场下单洗鞋，还能享半价优

惠。

由山东邮政联合快乐金晖打

造的居家养老健康服务中心，将

免费派发价值68元的健康体验

卡。服务中心现场为老人提供自

助检测服务，包括血压、血糖、骨

密度、体脂等27项指标，仅骨密度

一项在医院一次检测费用要上百

元。

主办方还特别邀请陈玉泉、

冶山、李曰栋、李军等4位鉴定专

家，在敬老文化节开幕当天上午

为市民免费鉴宝。各种艺术品、书

画、印章、青铜等，均可送来鉴定。

素有“剪纸王”称号的徐健，

每天将为老年读者免费剪100个
“福”字，赶上高寿的老人，他还会

现场剪出“寿”字祝福他们。

重要的事再说一遍：敬老活动全免费
首届齐鲁敬老文化节将推出一大批实实在在的活动、服务、产品，样样吸引人

□记者 王倩

生活日报10月16日讯 10月21
日（农历九月初九）至10月24日，

“首届齐鲁敬老文化节”将在千佛

山风景名胜区南门西侧齐鲁碑刻

文化苑内举行。“首届齐鲁敬老文化

节”由齐鲁传媒集团联合山东省委

老干部局、省老龄办等单位共同发

起主办，并由济南市民政局、济南市

委老干部局、济南市老龄办、济南

市城市园林绿化局、山东老年大

学、济南老年人大学等单位协办。

活动现场除了设置老年人常

见病专家现场义诊，以及养生项目

体验推广展区和老年用品展区之

外，包括重汽·莱蒙湖在内的不可

错过的养老地产也将在敬老文化

节上展示。这些专门为老年人而建

的公寓和别墅，从无障碍坡道连

廊，到适老电梯、卧室左右双床垫、

高位插座低位开关等，各个细节里

都体现出适老设计。

40多个创新适老设计

在首届齐鲁敬老文化节上，重

汽·莱蒙湖将带着三期养老住宅项目

“乐龄100”亮相，这个专为老年人打

造的地产项目，有40余项创新适老设

计，在敬老文化节现场，老年人可以

充分感受到这些不一样的生活细节。

从风雨连廊开始，项目便设置

了无障碍坡道和紧急报警按钮；无

障碍入户大堂里，设置了电动感应

门和适老电梯；在入户玄关设计

中，有无障碍入户和卡式数码锁；

客厅中设置玄关换鞋凳、室内感应

灯、紧急报警按钮，墙角都被设计

成圆弧状、家具也进行了钝角处

理，阳台同客厅无高差，衣架设计

成下拉式，餐椅可滑动。

而在卧室里，除了设置起夜灯、

独立衣帽间外，还设置了高位插座

和低位开关；厨房里设置无障碍下

橱柜、高照明操作台、可下拉储物

篮、安全插座带开关；卫生间则专

门为老年人设置了防滑地砖、安全

扶手、淋浴坐凳、高差缓坡过渡。

社区里就有老年大学

“乐龄100”还设计了5000㎡健

康生活馆，集恒温游泳馆、健身馆、

蓝卡健康机构、社区餐厅、社区超

市、老年大学、书吧影院等于一体。

游泳池深水区和浅水区，对业

主免费开放；济南老年人大学首家

社区分校入驻项目，设置6大学系，

52个专业班，除了为老年业主带来

丰富的中老年教育课程，还将在近

郊游、中老年养生、绘画写生、摄影

等室外空间活动领域进行拓展。

项目还同中国首席家庭医生

服务品牌——— 蓝卡（国际）健康集

团合作，设立济南首家蓝卡健康医

疗机构，为业主带来不间断的家庭

医生服务，终身健康档案、动态健

康监测服务，异地就医绿色通道、

急诊转运通道服务。

多家参展地产商备好礼

此外，恒大地产翡翠华庭、龙湖·

名景台、三箭汇福山庄、汉峪海风、山

东黄金海岸、卓达海景房等地产项

目，都在养老节上设置了咨询展位。

汉峪海风位于旅游路南侧，凤

凰山山脚下，往南便是连绵的南部

山区，夏天温度要比市区低3-4度，

非常适合老年人居住。卓达推出香

水海特价海景房，位于威海南海新

区的养生房每套只售22万元，现场

报名看房团送礼品。

山东黄金海岸项目位于烟台

市莱州滨海生态省级旅游度假区

内，毗邻风光秀丽的3A级旅游景

区，非常适合消夏度假。龙湖名景

台展会现场赠送毛绒玩具、抽纸、

美甲套装等小礼品。恒大翡翠华庭

敬老节活动现场还有抽纸、马克

杯、肥皂等精美礼品等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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