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妙方巧治

复发性口腔溃疡
复发性口腔溃疡，

好发于口腔的唇、颊、
软腭或齿龈等处的粘
膜，溃疡表面黄白，灼
热 疼 痛 ，常 伴 口 干 口
臭、舌红，经年累月地
发作还可能引起白塞
氏病，甚至癌变。显齿
蛇含片，是国家批准的
专门治疗复发性口疮
的国药，功能主治有标
示，国家药监部门网站
可查。该药是从张家界
一种生长在红砂岩中
的珍稀物种——— 显齿
蛇葡萄中提取而来的，
为纯中药制剂，安全可

靠，临床证明，多数患
者当天即可见效，一疗
程可明显降低发作频
率和发作强度，两至三
疗程可彻底治愈，五年
内复发率不足百分之
一，成功地为全国各地
数万例患者解除了疾
病的困扰。

目前该药已在烟
台推广，如需了解详情
请拨打热线：

6286055
详询或到长途汽车总
站楼下的华医堂药店
购买。

300台血糖仪0元申领
血糖仪是每位糖尿病患者战胜糖尿

病，防止意外发生的必备工具。据悉，欧
美等发达国家的糖尿病患者血糖仪拥有
率为95%以上，而我国此比例还不及10%。
因血糖监测不及时而出现的各种意外事
件屡屡发生！为改变这一现状，江苏鱼跃
医疗血糖仪现在全国率先举行“万台价
值388元的血糖仪免费大赠送”大型公益
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烟台地区共获300个名额，望患者朋
友凭身份证及本广告，速来领取，先到先
得！(血糖试纸及采血针需自理购买)60岁
以上老人还能赠送1盒价值30元的调节
三高的灵芝茶。电话报名领取电话：

0535-8459660
烟台市领取地址：芝罘区文化宫西

街32-02号好孝心中老年生活馆。下县市
区物流发货(赠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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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流浪浪””男男孩孩的的父父亲亲联联系系上上了了
他曾多次在外流浪，被民警送回家就会再跑出来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王永军) 29日上午9点多，在莱

山区港城东大街凤凰水库附近的
一小区内，一名50多岁的女子不幸
坠楼身亡。据小区居民介绍，该女
子是从24楼坠落的，是一名退休女
教师，生前可能有点抑郁。

29日上午9点50分左右，在事
发小区的2号楼前，聚集了一些小
区的居民。据了解，事情发生在上
午9点左右，一名50多岁的女子突
然从楼上坠落到3楼平台。

有人立即报警通知了消防，希
望救援。消防人员到达后，救护车
也来到现场。遗憾的是，坠落的女
子因为伤势严重，已经死亡。

“应该是从24楼坠下的。”有小
区居民称，坠楼的是一名退休教
师，此前有点抑郁。对于她突然坠
楼的原因，小区居民都很纳闷。

莱山警方已经介入调查。目前
事故仍在进一步处理中。

(请市民陈先生来本报领取线
索费20元)

一退休女教师

小区内坠亡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刘鹏) 29日

上午11点多，烟台港公安局客运站
派出所民警像往常一样正常执勤。
一名准备乘船的外地男子引起了
民警的警觉，一查竟然是网上追逃
的嫌犯。民警将该男子当场抓获，
准备移交给当地警方。

“怎么看着这个人不对劲？”29

日上午11点多，客运派出所民警发
现一名男子神情有点不对劲。一看
他携带的东西，大包小包，手里还
拎着一些水果，民警就把他叫到一
旁仔细查问。

这名男子拿出自己的身份证，
民警一查验，发现他是一名逃犯。
原来，11月12日，吉林省白城市的
一家银行报警称，38岁的孟某信用
卡透支一万多元钱，已经好几年时
间了，一直没有还款。由于找不到
人，孟某就被网上追逃了。

说起这次去坐船，孟某说，他
在广西打工好几年时间了，这次想
回家看看前妻和孩子。面对民警的
查问，孟某不停辩称拖欠的信用卡
款项已经还上了，当时是为了给前
妻看病才透支的，自己根本不知道
咋回事。

目前，烟台港警方已经联系了
白城警方，准备进行移交。

透支信用卡出逃

准备回家时被抓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苑菲菲) 9岁小男孩倪航
在开元新村小区B区会所外徘
徊一周了，担心孩子冻着、饿
着，会所旁一家超市的营业员
就把孩子留在超市里(详见本
报11月29日C04版)。29日，记者了
解到，民警已经联系到了倪航
的父亲。倪航因与后妈不合，此
前常在外面流浪，。

29日上午10点多，记者再
次来到开元新村小区B区会
所旁边的乐客超市。小倪航正
坐在柜台里，捧着两个茴香馅
包子吃得正香。怕孩子营养不
够，营业员小高还给孩子买了
一盒牛奶和一根烤肠。

小高说，28日晚，倪航跟着
小区里的一个叔叔回家吃饭睡
觉了，第二天上午睡到10点多
才回到超市。这位居民是超市
的常客，跟小高他们都很熟。

“孩子在这边习惯了，见
不到他我们还担心，今天老不
过来，小高惦记了半天。”营业
员小祝说。

倪航的衣服和袜子很久
都没洗过了，那位居民还给倪
航洗了袜子。趁着倪航吃饭的
工夫，小高和小祝商量着，带
孩子去好好洗个澡，再买件新
衣服给孩子换上。

小祝说，民警在这期间又
回过超市一趟，带来三张安徽

籍名叫赵晓红的女子的证件
照片，让倪航辨认是否是他的
妈妈。可惜的是，倪航全都一
一否认。

“孩子实在太可怜了。”小
祝说，民警找到了孩子的爸
爸，发现他爸爸“太老实”，太
听老婆的话。

怕孩子冷，小高给倪航搬
了个“小太阳”取暖。

在她们商量着给孩子买
新衣服的时候，在超市购物的
一个居民得知了孩子的情况，
便带着倪航回家，给他换上了
自家儿子的一件半新的羽绒
服。换了新衣服的倪航明显很
兴奋，连跑带跳地回到了超
市，话也明显多了起来。

记者从幸福派出所了解
到，民警调查发现，倪航此前
就经常在外流浪，前一阵子在
立交桥附近，曾多次被民警送
回家中。因为倪航跟后妈不
合，被送回家就会跑出来，他
的家人也曾在前一段时间报
过走失。大概是因为曾被送回
家的缘故，倪航对“穿制服的
叔叔”很害怕，民警没有办法
跟孩子沟通。

民警打算跟倪航的爸爸
沟通，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若他真的不想抚养倪航了，民
警会尽量联系倪航的亲生妈
妈。

寻寻刺刺激激，，男男孩孩两两年年偷偷3300辆辆摩摩托托车车
只有16岁的他每次得手后就到高速路上飙车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汪金
炳)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开发
区分局破获一起盗窃摩托车
案。经调查，刚满16周岁的犯罪
嫌疑人竟然为了玩摩托寻求刺
激感，在短短近两年时间内盗
窃了30辆摩托车。

16岁的小东7岁随父母移
居到烟台。初中毕业不久，小东

结识了一些没有固定工作的社
会朋友。在和这些朋友的接触
中，小东学会了骑摩托车，并被
摩托车带来的刺激感迷住了。
后来，小东在朋友的指点下学
会了盗窃摩托车的各种方法。

2011年10月份，小东在小
区里发现一辆踏板摩托车后，
用朋友教的方法将摩托车轻松
撬走。这次盗窃摩托车的成功，

让小东倍感兴奋。
没过几天，偷来的摩托车

玩腻了，他又在三站附近盗窃
了一辆越野摩托车。小东骑着
这辆摩托车在公路上潇洒的时
候，被正在巡逻的民警抓获，这
时小东年仅14岁。

小东曾经反省过，但从拘
留所出来不久，就产生了“不就
是在里面呆几天”的想法。渐渐

地，他又开始偷车玩车，每次成
功后就到高速路上飙车到极
速。近日，小东在开发区某居民
小区再次盗窃摩托车时，被蹲
守的民警现场抓获。

开发区古现派出所民警调
查发现，小东从2011年10月至2013

年8月间，共盗窃摩托车30辆。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钱钱早早在在2277日日就就划划入入商商家家账账户户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尹海涛) 26日，市民李女士刷
卡购物时，刚输完密码就停电了。
随后，李女士查到钱被转走了，商
家查的结果却是钱没到账。钱去

了哪儿？众人一时都懵了(详见本
报11月29日C11版)。29日上午，市民
李女士打来电话说，钱已经查到
了，早在27日下午4点左右就打到
了商家的账户中。

为什么商家去银行查却没
有收到这笔钱？原来所有人都
围绕26日刷卡当天的商家POS

机账户明细进行查询，而忽视
了27日的账户明细。

据交通银行负责pos机业
务的负责人说，经过查看资金
走向，那笔钱已经在27日下午4

点左右划入商家的账户。
记者也曾向银行业内人士

咨询，一般遇到突然停电这种
情况，钱不是挂在账上就是在
途，一般两天之内就能到达个
人账户中。所以说，27日打入商
家账户，正好在两天之内，只不
过大家都忽视了这一点。

《刷卡突遭停电，钱被划走不知去向》追踪

《九岁男孩小区里“流浪”一周》追踪

29日上午，烟台市救助站
的工作人员李先生看了本报
关于倪航的报道后，跟记者取
得了联系。李先生说，倪航曾
在半个月以前，被立交桥派出
所的民警送到过救助站，还在
救助站待过几天，当时倪航不
愿意多说话。

“孩子都9岁了，不能让他
一直在外面这么流浪。”李先
生说，救助站也希望能够多少

给孩子一点帮助。
不管是李先生、民警、超

市的三名营业员，还是得知孩
子家庭情况的居民，大家都希
望倪航能够尽快过上正常的
生活。

小祝和小高也商量着，要
是孩子仍然排斥现在的家，那
她们怎么也得管着孩子过了
这个冬天，不能让他饿着、冻
着。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先帮孩子度过这个冬天

29日，倪航像往常一样来到超市，小高三人给他买了包子等
吃的。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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