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善膳食结构 排便定时畅通
——— [御品膳食通] 免费试用 事实说话

健康常识：膳食平衡，自然畅通，忌滥用
药！[御品膳食通]是在传统中华药膳配方的
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深加工而成。只需每日
晚餐后膳食补充一次，即可改善膳食结构，
以较少的食用量和较方便的食用方法，自然
消化8——— 12个小时，养成每日上午定时、规
律、自然、舒适排便排毒！其食用量随排便舒
适度增加而可以逐步减量，绝无依赖和毒副
作用，且食用半年以上，做肠镜对比检查可
发现：黑肠明显转向健康红润！

[御品膳食通]所有成分源自《国家药食
同源目录》或日常食材，绝不含配方以外任
何其它成分，高浓缩膳食纤维和养生精华。
每加工一公斤[御品膳食通]膳食粉，需要使
用几十公斤的“黑豆、马齿苋、芹菜叶、金银
花、山楂、海藻、绿茶、菊花”。不可溶性膳食

纤维发挥“吸水吸油膨松大便，物理作用促
进肠蠕动，清理刷净肠壁积便”并协同其它

“助消化、不上火、偏碱性”食材，达到“膳食
平衡，酸碱平衡，自然排便”的目的。

因和其他产品有着本质区别，御品膳食
通于2 0 1 3年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210112836 . 1。

凡到天膳专卖店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
免费试用三天。按周期购买新顾客，七日内
不满意可全额退款，外地新顾客可申请先服
用后付款。
烟台天膳专卖店：新闻中心上夼东路与四眼
桥街十字路口西50米路北
咨询电话：15965154859

本专利属天津天膳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全国热线：4000-60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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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分分钟钟工工夫夫，，电电了了一一大大桶桶鲫鲫鱼鱼
两男子鱼鸟河电鱼被抓现行，近日三部门将联合打击非法电鱼行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于飞) 14日中午，两名男子在

牟平鱼鸟河用电瓶电鱼，路过市
民报警后，牟平开发区派出所民
警当场将两名男子查获，这已经
是两天时间内查获的第二起电
鱼事件。据了解，近日牟平开发
区派出所、河道管理所将和渔业
部门联合执法，打击非法电鱼行
为。

“有人在鱼鸟河电鱼，电得
还不少呢。”14日，市民张先生拨

打本报热线反映，他路过鱼鸟河
的时候，看到有两人在河里电
鱼，不一会水面上就浮上来很多
鱼，他看着挺心疼，就报了警。

张先生介绍，电鱼的两名男
子拿着电瓶，在电瓶上拉出两根
电线，将电线搭在竹竿上，用竹
竿把电线伸到河水里，一会儿工
夫就看到河面上有大大小小的
鱼浮上来。“也就10分钟吧，他们
就收了电线，开始用渔网往上捞
了。”张先生说，他看到两名男子

从河里捞上两条大鲤鱼，目测每
一条鲤鱼能有5斤左右。另外还
有一大桶鲫鱼，鲫鱼的大小就不
一定了，有一些很小的鱼也被电
死了。

“看着真心疼，这么一电，大
的小的都上来了。”张先生说，他
实在看不过就报了警。

牟平开发区派出所的民警
赶到现场时，两名电鱼的男子正
得意洋洋地往上捞鱼，被民警逮
个正着，民警将两名男子以及电

鱼的工具带回了派出所。
记者从牟平开发区派出所

了解到，通常遇到在河道内发生
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会将案件
移交给水利部门，水利部门有个
专门的机构河道管理所，负责处
理此类案件，并且河道管理所是
执法部门，有执法权。对于在水
坝等地方私设渔网捕鱼的行为，
水利部门可根据相关规定进行
处罚；对于电鱼的行为，没有相
关的处罚规定，所以水利部门处

理起来也很棘手。
牟平开发区派出所的民警

介绍，13日傍晚，民警接到报警
后，在鱼鸟河当场查获两名电鱼
的男子，14日中午又有两人被查。
近来电鱼行为比较猖獗，相关部
门也很重视。14日下午，牟平开发
区派出所和河道管理所的工作
人员一起讨论，决定与渔业部门
协商进行联合执法，对电鱼的行
为进行打击。

请张先生领取线索费30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见习记者
聂子杰) 一名10岁男孩和妈妈出去玩，
路过莱山区芳华园附近一个水泥井盖时，
居然一脚把井盖踏破，男孩的一条腿掉了
进去，被划了很长的一道口子。14日，记者
探访发现，井盖已经掉进井里，但井口敞
着，四周没有标识物，让人不禁为路过的
市民捏了把汗。

“孩子是倒着往后走的，没注意到井
盖。”10岁男孩的母亲孙女士告诉记者，12

日下午，她陪着儿子出去玩，孩子倒着走，
走着走着到了一个井盖上，没想到竟然直
接将水泥井盖踩碎了，“孩子一条腿整个
都进去了，划了很长的一道口子，把我吓
得够呛。”

孙女士介绍，水泥井盖里作为骨架的
铁丝锈蚀得很严重，已经断得七七八八，
勉强支撑着井盖，井盖的一边几乎完全破
碎，露出下面的下水道。虽然已经带孩子

去过医院并打了破伤风针，但是孩子的腿
还是不敢弯，“现在一碰腿孩子就喊疼，快
期中考试了，学习不能耽误，现在孩子一
瘸一拐地上学真是耽误不少事儿。”孙女
士说。

14日中午，记者来到事发现场，发现
这个井盖已经整个掉进井里，四周也没有
任何标识物提醒路过的市民注意安全。而
这个井口正好位于盲道上，将盲道拦腰截
断，现在井口空着，如果有盲人市民路过
实在是非常危险。另外，由于该井口所在
的道路现在没有安装路灯，让人着实为夜
晚路过的行人安全捏了一把汗。

之后记者联系了莱山区城管局反映
问题，城管局的工作人员称由于井盖的归
属相对复杂，要先确认该井盖的归属单
位，“那边确实有一部分井盖属于我们这
边管理，我们会马上进行确认，如果情况
属实将在第一时间处理。”

一一脚脚踩踩破破井井盖盖

1100岁岁男男孩孩腿腿受受伤伤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刘国军) 东

躲西藏拒不履行法律义务，还阻挠
法院执行。日前，芝罘区法院依法
对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李某和阻
挠法院执行的吴某分别处以4万元
罚款，对现场怂恿阻挠执行的高某
依法拘留15天。14日，申请执行人
张某来到法院，为执行人员送来了
锦旗和感谢信。

2002年10月22日凌晨3时，芝罘
区某小区二楼的张某家管道漏水
流进一楼李某家，李某母亲与张某
发生争执。李某朝张某右眼猛击一
拳，导致张某右眼受伤，经鉴定为
轻伤。2003年，芝罘区法院以故意
伤害罪判决李某拘役6个月缓刑一
年，并附带民事赔偿15000元。2003

年、2005年张某先后两次起诉到芝
罘区法院，追讨后续治疗费用和十
级伤残赔偿金，芝罘区法院依法判
决李某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
分别2677 . 76元、26564 . 06元。判决生
效后，李某一直未履行法律义务。
法院多次执行，均因李某无法查找
和无财产可供执行而无果。

2014年4月1日下午4点多，张
某在芝罘区某洗浴中心发现李某
驾驶的本田轿车，给执行人员打去
电话。执行人员到达现场后李某拒
绝到现场配合执行，执行人员果断
决定将李某车辆拖走扣押。

拖车到达现场后，吴某开着轿
车到现场阻挡拖车靠近，还下车推
搡漫骂执行人员。站在围观人群中
的高某不断为吴某打气出主意，怂
恿吴某继续设置障碍。

针对李某有能力却拒不履行
生效法律义务以及案外人吴某阻
挠法院执行公务的行为，法院依法
对两人分别做出了4万元罚款的决
定，两人已如数缴纳。高某被依法
拘留15天。至此，两起多年积案成
功执结。

“老赖”还想赖

被罚款4万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于飞) 4月7日，市民刘女
士在文化宫西街遇到小偷，当
时50多岁的刘强奋起直追，帮
失主刘女士把钱包追了回来，
刘女士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
刘强就走了，刘女士说一直想
当面感谢一下这位好心人(本
报4月11日C19版报道)，14日上
午，刘女士的丈夫代表全家人，
给刘强送上了锦旗以表感谢。

14日上午，刘女士的丈夫
李先生拿着锦旗来到烟台艺术
学校，寻找好心人刘强。当李先
生将写着“见义勇为，弘扬正
气”的锦旗送到刘强手里时，刘
强说，真没想到自己做了这么
点小事，竟然还能收到锦旗，有
些受宠若惊。

除了锦旗，李先生还为
刘强准备了一个红包，表达
他们全家的感激之情。李先
生说，本来准备跟妻子一起
来学校，可是孩子太小需要
人照顾，妻子没法当面感谢，
他代表全家人特地来感谢刘
强。“锦旗我收下了，红包绝

对不会收。”刘强说，能收到
锦 旗 就 是 对 他 最 好 的 鼓 舞
了，红包肯定是不会收的。

刘强的同事告诉记者，

刘强是一名舞蹈老师，去年
在教学时肌腱曾受过伤，当
时养了很长时间，没想到他
还能当街抓小偷。“现在敢于

管这种闲事的人不多见了，
我们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
要不是他，钱包一般是追不
回来了。”李先生说。

好好心心人人找找到到了了，，失失主主送送锦锦旗旗感感谢谢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钟建军 通讯员 王建

廷军 ) 轿车撞向护栏后，2

米长的护栏变成“利剑”插进
轿车车厢里，这是13日晚上，发
生在芝罘区机场路上的一起
交通事故。不过幸运的是，车
里的一家三口都没有受伤。

13日晚上8点多，李某开着

自家的黑色轿车，沿机场路由
北向南行驶，行驶到黄务路口
时，被前方由南向北行驶的车
辆大灯一晃，他隐约感觉前方
好像有行人，下意识地向左紧
急打方向。由于打方向幅度过
大，也太急，车子一下子撞在
了路中心的隔离护栏上。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

生了：2米长的护栏刺过前挡风
玻璃后直接插进了车里。还
好，当时李某听到“咔嚓”的声
音后，下意识地向左紧靠车窗
玻璃，幸运地躲过了护栏，没
有受伤。不过由于猛烈撞击，
轿车左侧的两个轮子掉落了。

当时，车里除了驾驶员
李某外，还有李某的妻子和

不到2岁的孩子，李某的妻子
当时怀抱孩子坐在副驾驶的
位置上，没有被插进车内的
护栏伤着。

烟台市交警三大队民警
到达现场后，也被眼前这个状
况吓了一跳，反复询问一家三
口有没有受伤，确信除了惊吓
都没有受伤后，民警才放心。

护护栏栏刺刺破破挡挡风风玻玻璃璃插插进进私私家家车车
幸运的是车里的一家三口都没有受伤

14日上午，李先生(左一)将锦旗送到刘强(右一)的学校。 本报记者 于飞 摄

“50多岁老教师当街抓小偷”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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