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传秘方，一抹见效

豆大的痔疮
抹几天没了

无论您是多么严重的痔疮，无论您是内
痔、外痔、混合痔……用七日消秘制精油，只
需轻轻一抹，立刻不痛、不痒，6～12天舒舒
服服就能把豆大的痔疮治干净，效果和手术
一样好，花费却不到手术的五分之一！

痔疮反复发作成难题

在七日消秘制精油，没有大量上市之
前，许多人的痔疮都是治了再治，反复发
作，越治越严重。有些人忍受不了痔疮之
苦，不得不花上几千元进行手术切除。但
即使手术也不是一劳永逸，手术后20多天
的伤口疼痛，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每
次大便都成了难题，吃不敢吃，坐不敢坐，
大便之后，还得冲洗。最令人难以忍受的
是，很多痔疮患者，术后一年半载，还会再
次复发，痛上加痛！

现在，您再也不用为痔疮难治而发愁，
马上使用七日消秘制精油，不痛、不痒、不
刺激，舒舒服服就能把多年的痔疮治干净，
不用再忍受痔疮痛苦！

七日消独家秘方

专治反复发作的痔疮
七日消秘制精油，完全采用七日消家

传秘方、独特工序长达8小时熬制而成，历
经十二代流传至今，早在明清时期就已名
声大噪，被民间称为痔疮圣药。经数万例痔
疮患者使用证明，七日消秘制精油的独特
配方，具有快速收敛痔静脉，防止痔静脉团
再次瘀堵、扩张，防止痔疮反复发作的神奇
功效！

无论您是什么样的痔疮，无论您的痔疮
治了多久，现在马上使用七日消秘制精油，

只需轻轻一抹，就能快速止血、止痒、止痛，痔
疮内的硬块开始变软、变小，6～12天消失的
干干净净，屁股里不再像夹了个东西，大便顺
畅了，不再疼，不再滴血了，放屁也顺畅了，不
咚咚响了，唯一的感觉就是舒服！

七日消秘制精油，替代手术治痔疮，花
钱不多，见效快！治疗效果和手术一样好，花
费却不到手术的五分之一。轻中度痔疮只需
2～3盒；重度痔疮只需3～4盒。切记：症状完
全消失后，一定坚持巩固1盒！

格特别提醒
很多人采用这

一方法，不但治好
了痔疮。现在，吃点
辣椒，喝点酒都一
点事儿没有！由于
效果奇佳，前几日，
七 日 消 秘 制 精 油
在烟台市推出了大

规模试用活动，引来近千名患者试用。大量患
者用后兴奋不已！连用三天，痔核明显缩小，疼
痛、瘙痒、滴血症状快速消失，对七日消赞不绝
口。为让更多患者早日康复，厂家特推出以下
活动，打进电话立即订购，即可参与以下活动：

买二盒送一盒
买三盒送二盒
优惠活动仅限三天

订购热线：6250402
经销地址：华医堂大药房(长途
汽车总站北入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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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1日讯 (记者 王
晏坤) 11日上午，烟台市委书记张
江汀来到栖霞，实地考察苹果产业
提升、旅游开发、民生保障、新型城
镇化建设等工作。他强调，栖霞生
态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要统
筹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进一

步发挥优势、攻坚克难，努力实现
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栖霞是烟台苹果的主产区，
总产量、年出口量分别占到全市
的40%和30%，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90%以上来自果业。张江汀来到松
山街道母山后村果园，详细了解

了栖霞的果业发展情况。张江汀
指出，栖霞苹果在全市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发展好坏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事关烟台苹果的品牌
形象。

当前陕西等地苹果产业发展
势头很猛，栖霞苹果自身也面临

树龄老化等问题，一定要知己知
彼，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加快品
种改良，提升果品质量，强化市场
营销，精心办好第十二届苹果艺
术节，增强苹果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和市场美誉度，进一步叫响“中
国苹果之都”品牌。

张江汀还与果农交谈，询问
今年苹果产量、质量和市场行情，
希望大家多了解外地的发展情
况，要求地方政府积极帮助果农
改良品种，搞好技术培训，齐心协
力把烟台苹果的品牌培育好、维
护好。

张江汀到栖霞实地考察时指出———

栖栖霞霞苹苹果果发发展展好好坏坏事事关关群群众众利利益益

本报10月11日讯(见习记者 张倩倩
记者 王永军) 11日，“栖霞苹果红齐鲁”
爱心公益活动进入发货阶段，首批1200箱爱
心苹果发往济南、青岛、济宁等地。同时，采
摘活动也将继续。

自本报推出“栖霞苹果红齐鲁”爱心公
益活动以来，预订苹果的外地朋友越来越
多。摘袋后的苹果经过数天阳光的照射，无
论是色泽还是口感都更好。据栖霞本鹏果

蔬合作社负责人史本鹏介绍，11日，合作社
共发出1200箱红富士，济南、青岛、济宁等地
的朋友很快就能吃到正宗的栖霞苹果了。

据介绍，本次外运的苹果都是80级别
(直径80毫米)以上的优质苹果。其中80级别
每箱在20斤左右，85级别每箱在10斤左右，
另外还有贴有艺术字的礼盒苹果。

12日，第二批前来参加采摘活动的济
南游客将抵达烟台，他们将先游览栖霞牟
氏庄园、艾山温泉等景区，13日亲自体验现
场采摘带来的欢乐。13日烟台本地市民也
将自驾到栖霞采摘苹果，已报名的读者需
要13日上午8点半在沈海高速福山收费站
入口处集合，本报将统一组织前往果园。有
兴趣的市民赶紧拨打热线：18660574056报
名吧，报名截至12日中午12点。

首批爱心苹果外运，采摘活动继续

电话：6879078、15668099162

网店:http://shop106287839 .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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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材材不不同同菜菜

鲁鲁菜菜大大赛赛力力拼拼创创意意
烟台中心酒店养马岛队获团体第一名

“鸡酱虾皇球”这道菜可以发出亮光，各部分可以食用。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本报10月11日讯(见
习记者 阳佳 通讯员

杨建新 管静) 同样
的食材不同的菜，11日，在
烟台工贸技师学院举行的

“农行杯”鲁菜职业技能竞
赛实际操作现场，参赛的
大厨们各显身手，一样食
材百样做，最终烟台中心
酒店养马岛队、东方海天
酒店和凤凰山宾馆分别摘
得团体前三名。

据了解，此次大赛共
有来自全市15家单位20

支代表队的60名选手同
场竞技。比赛分热菜和面

点两个项目，选手须在90

分钟内同时完成三款热
菜和一道面点的制作。热
菜的主要食材为胶东特
色的海鲜，分为四组，由
每组参赛队抽签决定。

据大赛评委会主任、
烟台工贸技师学院烹饪管
理系副主任邓介强介绍，
此次比赛与以往最大的不
同在于，热菜的主要食材
由考场提供。每一组的参
赛队食材全部一样，在90

分钟内，参赛队要临场发
挥定好菜品，并且做出来。
由于同组参赛队食材一

样，就更具可比性。邓介强
说，大赛总设100分，单独
将创新分列为40分，就是
为了鼓励鲁菜创新。这种
创新须建立在传统鲁菜基
础上，在理念、款式、形态
等方面做出新文章，做出
味感、质感、观感俱佳的胶
东风味鲁菜来。

经过一天的艰辛比
拼，烟台中心酒店养马岛
队在创新、成品质量、营
养健康等方面综合得分
最高，拿下团体第一名，
东方海天酒店和凤凰山
宾馆分获第二、三名。

拼创意：中西合璧，做出黑椒鲳鱼
“我这道菜叫黑椒鲳

鱼。”东方海天酒店队的
厨师李永强说，“传统的
鲳鱼搭配黑椒汁，中西合
璧，口感出彩。”只见他将
鲳鱼块裹上鸡蛋汁，入锅
油煎后，卷上摊熟的茄子

片，再淋上黑椒汁，大功
告成。

尽管在工序上相对
简 单 ，但 这 道“ 中 西 合
璧”的菜却自有它的道
理。李师傅说，现在的白
领都喜欢黑椒牛排、黑

椒牛柳，却鲜有厨师在
传 统食材 鱼 肉 上 下 功
夫。黑椒鲳鱼不仅具有
中菜西做的特点，而且
卷上的茄子片也有去油
解腻的功效，符合大众
口味。

比造型：虾球插杏片，一秒变松果
在比赛现场，一道

“鸡酱虾皇球”引起了许
多人的关注。原来，这道
虾球长得与传统虾球不
大一样，“我们特意插上
了西杏片，让它看起来更
像松果。”天嘉酒店队的
陈圣举师傅说，这道菜可

谓“内外兼备”，将虾仁打
成泥后，裹上鸡酱再团成
虾球油炸，由巧手师傅一
层层耐心地将杏仁片插
在 虾 球 上 ，变 成 了“ 松
果”，再在球顶点上鸡酱
佐味点缀，“鸡酱虾皇球”
就做好了。

造型美观，看起来更
有食欲。不过陈圣举师傅
说，插杏仁片可不那么简
单，歪了斜了高了低了都
会影响“松果”虾球的美
观，效果反而得不偿失。

“今天时间有点赶，我感
觉造型还可以更精致。”

赛工艺：虾泥“大肠”，以假乱真
一只5厘米左右的鲍鱼

横竖要挨上25刀，鲳鱼肉在
厨师的巧手下变身瓣瓣鲜
明的“菊花”，不少厨师们追
求起了“以假乱真”。

在评判现场，一道
“九转鲜虾筒”得到了评
委们的点头称赞，这道不

按常理出牌的菜来自凤
凰山宾馆的大厨之手。据
厨师介绍，他们用虾仁、
肉和墨鱼捣成泥，做成筒
状，嵌入葱圈，淋上金黄
的浓汁，看上去就是一道

“九转大肠”。
北京人民大会堂美

食专家包令珠点评道，
“九转大肠”是一道经典
的山东名菜。这道菜取其
形又加入了自己的创意，
最大的亮点在于用虾泥
代替了猪大肠，外观上无
异，但食材有所改良，且
口味上也不错。

精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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