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压 线 路 工 程

招 标 启 事
烟台市龙邦饮用水有限公司，

高压线路铺设工程，线路自福山区
门楼镇肖家村至水厂约1 . 8KV线
距。现公开对外招标，欢迎有资质

的各施工团体踊跃投标。招标时

间截止到 6月 3 0日 1 6时。具体工

程细节请联系：

1 5 5 6 3 8 6 0 6 3 3 李 先 生
1 8 6 1 5 3 5 9 9 5 7 范 先 生

“祥府家酒”，为您的健康喝彩
随着时代的进步，吉斯集团秉承

“吉自诚信来，创新始于斯”的经营理

念，为了真正让消费者“健康吉祥每

一天”，斥巨资研发了“祥府家酒”系

列发酵蒸馏酒，它以驰名中外的烟台

苹果为原料，经果汁二次发酵蒸馏陈

酿而成，是不折不扣的全发酵健康

酒。大家知道，正常人体的酸碱平衡

值是PH7 . 35-7 . 45。而“祥府家酒”呈

弱碱性，非常符合人体酸碱平衡调节

功能的需要，从而有益于身体健康，

最难能可贵的是，“祥府家酒”不会上

头伤身，即使喝醉也不会出现宿醉头

痛、口干舌燥的难受感觉。其弱碱性

的特性，使之饮用后的酒精在人体的

肝、脾、肾等器官中成为“匆匆过客”，

因此，很多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喝得过

量了。但是，首先祝贺您的选择是对

的———“祥府家酒”健康酒，同时，建

议您在饮用时还是掌握适量，这样更

有益于健康。大家需要注意的是，饮

用“祥府家酒”切忌不可掺杂其他白

酒。原因很简单：如果掺杂的白酒呈

酸性，饮用后会上头，就会使“祥府家

酒”的自身优点受到破坏。“祥府家

酒”也不可和啤酒掺着喝，很多消费

者喝完白酒后，总喜欢喝点啤酒“溜

溜”，而这两种酒混着喝，就像给酒精

在全身的渗透作用安上了加速器，让

两种酒中的有害物质成倍增加，对肝

脏、肠胃和肾脏等器官产生强烈的刺

激和危害，可导致胃痉挛、急性肠炎

并引起出血，对心血管的危害更甚，

所以，忠告大家最好不要混喝。

祥府果香健康白酒，吉斯集团

倾情奉献，“ 0”添加，健康不上头。

健康酒，保健康，少喝一点更健康。

吉斯集团烟台祥府酒业有限公

司出品

地址：烟台市牟平区师范路426号

全国客服热线：

800-860-2211 400-658-2211

业务电话：0535-4237199

http : //www.g isbe l le .com

烟台旗舰店：芝罘区南大街西

首西山加油站正对面吉斯波尔

电话：6694999

蓁山花园店：帝景苑北区西50米

电话：13589759833

四马路店：芝罘区四马路 9 9号

附1号107号

电话：6219899/13181519899

牟平旗舰店：牟平区师范路426

号北

电话：15054511699/15254529169

威海旗舰店：青岛中路蓝星万

象城30号-8(管委北300米 )

电话：0631-599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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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孝顺顺女女儿儿报报名名，，要要请请爸爸爸爸吃吃顿顿饭饭
本报推出父亲节免费请老爸吃顿饭活动，想报名的赶紧来看看吧

““社社区区媒媒人人””已已为为55对对男男女女成成功功牵牵线线
如果您也想寻缘，可致电本报热线6879060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 受助于人寻到自己的
好姻缘，芝罘区幸福街道办事
处福盈居委会的刘冬华在20年
里成功牵线了100多对单身男
女，还将牵线事业发展到国外
(本报5月6日C16版报道)。被刘
冬华的热情和耐心打动，见报
以来已有近200位市民致电求
助，想求她帮忙牵线。近日，记
者获悉，已有5对男女在刘冬华
的撮合下“对上眼”正发展。

“孩子不小了，想找刘老师
帮忙介绍个对象。”看到本报报
道后，家住芝罘区的朱女士赶

紧打电话称，女儿今年已经27

岁了，一直忙工作耽误了找对
象，如今女儿的婚姻问题成了
家里的头等大事，她想拜托热
情的刘冬华给女儿费费心。

一个多月以来，像朱女士
这这样为孩子操心的家长不在少
数，除电话外，不少爸妈干脆找
到福盈居委会，和刘冬华当面
详谈儿女情况，就希望她能帮
忙张罗着早点找到合适的对
象。

记者注意到，光报名信息
刘冬华就记了四五页。“还有很
多通过QQ、微博找我，希望能

帮忙牵线的。”刘冬华说，报道
见报后慕名而来寻姻缘的适龄
男女和家长络绎不绝，常常下
了班还得引荐男女双方见面。

“小伙在日本，就想找个能
过去的对象。”刘冬华告诉记
者，34岁的栾先生在日本学习、
工作多年，一心想找个能出国
生活的对象，家人拿着报纸找
到居委会希望能帮忙牵线。在
介绍了4个姑娘均不合适的情
况下，终于栾先生和做家装设
计的一个姑娘“看对眼”，目前
俩人正深入交流、了解。

打电话确认信息、亲见聊

天，每个来寻姻缘的刘冬华都
会亲自“拷问”把关，生怕出现
一点差错。经过一个多月的努
力，目前已有 5对男女“看对
眼”，在进一步了解中。

“忙点累点没什么，可不能
对相亲双方不负责。”刘冬华
说，她和老公就是经人介绍认
识，如今生活很幸福，她愿意将
这份热情传递下去。

如果您也想求助刘冬华为
亲人或自己寻缘，可直接登录
微博@“红娘刘冬华”，也可致
电 本 报 热 线 6 8 7 9 0 6 0 或
15264520357。

物业将联合部门

整治圈占车位

本报6月11日讯 (记者 苑菲
菲 ) 为了缓解停车难将花坛规
划成公共停车位，却没想到被居
民用铁链等将车位圈占起来 (详
见本报5月30日C12版 )。近日，记
者了解到，小区物业已张贴公告，
打算联合派出所、城管等部门，就
圈占停车位问题展开集中整治。

据介绍，华茂小区的停车位
本是为了满足居民们停车需求而
规划的，去年刚建成，整个小区大
约新增2000多个停车位。但因小
区附近是商业区，常有外来车辆
出入，有居民为了给自己的车占
地方，便在楼前或楼后设置隔离
墩和锁链，将停车位圈占成了自
家的。

圈占停车位的行为从今年5

月开始出现后，愈演愈烈。阻挡外
来车辆的同时，也给同住小区的
居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不少停
车位白天时明明空着，但因有链
子围住，其他居民无法停靠，只能
停在路边。还有的车主无视锁链，
撞断链子强行停车，也因此引发
了不少口角。

对此，华茂小区物业和社区
居委会，于日前贴出了致广大居
民的一封信，倡导居民们自己将
私设的停车位拆除。记者从胜利
路居委会了解到，私设停车位是
绝不允许的，本周或下周，小区物
业将联合辖区派出所、居委会、城
管等相关部门，针对乱堆乱放、乱
搭乱建、私设停车位造成拥堵的
违章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刘女士问：自己的驾驶证是青
岛的，马上要年审了，因为以后打
算定居烟台，不知是否能在烟台这
边审，青岛烟台两地来回跑太麻烦
了。如果可以需要什么手续？

烟台市驾管所：可以。需要驾
驶证没有过期，没有未处理的交通
违法记录；另外需要在辖区派出所
办理居住证，携带身份证、居住证
和驾驶证可以将驾驶证转到烟台，
以后在烟台年审。如有相关疑问可
拨打驾管所业务科电话咨询：
6297625。

本报记者 金夏瑞

帮打听

追踪报道

流动的居所，不变的父爱

从从我我记记事事到到现现在在，，已已经经
数数不不清清我我们们搬搬过过多多少少次次家家，，
但但是是搬搬家家的的理理由由大大致致都都差差
不不多多：：““离离上上学学的的书书房房((学学校校))

近近一一些些。。””每每次次，，父父亲亲都都会会用用
浓浓重重的的乡乡音音这这样样告告诉诉我我。。

第第一一次次是是从从偏偏僻僻的的农农
村村搬搬到到刚刚建建新新区区的的莱莱山山，，在在
清清泉泉寨寨租租了了间间民民房房居居住住。。从从
广广阔阔的的农农村村来来到到昏昏暗暗仄仄仄仄
的的新新家家。。我我那那个个不不适适应应，，像像
身身上上长长满满痱痱子子，，说说不不出出有有多多
难难受受。。我我不不停停地地哭哭，，一一边边哭哭，，
一一边边拉拉着着爸爸爸爸的的大大手手要要回回
原原来来的的家家。。因因为为租租来来的的房房
子子，，像像个个盒盒子子，，我我有有一一种种被被
装装进进盒盒子子里里的的感感觉觉。。爸爸爸爸也也

不不给给我我讲讲道道
理理 ，，估估 计计 那那
时时给给我我讲讲道道
理理 我我 也也 不不
会会听听懂懂，，只只

是是牵牵住住我我的的小小手手去去买买好好东东
西西吃吃。。很很快快，，我我就就被被糖糖果果诱诱
人人的的芳芳香香俘俘虏虏了了，，忘忘记记了了搬搬
家家的的忧忧伤伤。。

潮潮涨涨潮潮落落 ,,时时光光飞飞转转，，
到到我我上上初初中中的的时时候候了了。。经经过过
升升初初的的激激烈烈角角逐逐，，我我被被永永铭铭
中中学学录录取取。。为为了了离离学学校校近近一一
点点方方便便我我的的学学习习，，老老爸爸又又把把
家家搬搬到到了了初初家家。。初初家家拆拆迁迁，，
无无奈奈又又到到庙庙后后租租房房，，庙庙后后拆拆
迁迁又又…………折折腾腾来来折折腾腾去去先先
后后又又三三五五次次搬搬家家。。别别的的不不
说说，，仅仅搬搬家家之之苦苦就就够够要要他他老老
人人家家老老命命的的，，何何况况他他还还要要挣挣
钱钱，，养养活活一一家家五五口口。。他他凭凭借借
坚坚强强的的臂臂膀膀和和豁豁达达的的心心胸胸
硬硬是是挺挺过过来来了了。。我我理理解解老老爸爸
的的辛辛苦苦，，珍珍惜惜来来之之不不易易的的学学
习习机机会会，，刻刻苦苦学学习习，，成成绩绩也也
令令老老爸爸满满意意。。那那时时候候的的老老
爸爸，，是是痛痛苦苦并并快快乐乐着着。。

冬冬去去春春来来，，风风风风雨雨雨雨又又
四四年年，，我我中中考考用用优优异异的的学学习习
成成绩绩向向父父亲亲交交了了一一份份答答卷卷，，
我我考考上上了了莱莱山山一一中中实实验验班班。。
老老爸爸又又乐乐和和着着屁屁颠颠屁屁颠颠把把
家家搬搬到到了了德德尚尚世世家家，，理理由由还还
是是那那个个————离离书书房房近近点点。。高高
考考前前的的日日子子，，尽尽管管我我已已经经获获
得得今今年年自自主主招招生生的的资资格格，，他他
对对我我的的学学习习还还是是十十分分挂挂念念。。
考考前前的的头头两两天天晚晚上上，，老老爸爸对对
我我的的发发挥挥总总是是放放不不下下。。以以至至
于于打打工工之之余余晚晚上上十十点点多多等等
到到我我下下晚晚自自习习给给我我鼓鼓劲劲打打
气气。。我我心心里里充充满满了了感感恩恩却却没没
有有大大声声喊喊出出我我爱爱老老爸爸。。

父父亲亲节节就就要要到到了了，，我我想想
和和您您一一起起吃吃顿顿鱼鱼多多多多。。借借此此
机机会会喊喊出出我我心心中中埋埋藏藏了了多多年年
的的话话：：老老爸爸我我爱爱您您，，祝祝您您节节日日
快快乐乐。。

云云云云

本报6月11日讯 (记者 金
夏瑞 ) 今年的高考刚刚落幕，
父亲节也将至，本报为考生提供
一个平台，讲述你和父亲的故
事，并邀请10对父子(女)免费去

“鱼多多”吃烤鱼。11日，不少家
长学生打电话咨询此事，莱山一
中的云云更是与本报分享了她
和父亲的故事，同时，也获得了
15日中午这顿“鱼多多”免费午
餐。

云云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
十多年来，父亲带着她不停地搬
家，只为了节省云云上学路上的
时间。父亲的默默付出，云云看
在眼里，看到报纸上的活动，云
云把她和父亲的故事写成文章，
希望能得到这次免费吃饭的机
会，云云请老爸的这顿“鱼多
多”，我们替她埋单。

对父亲的爱不知道怎么表
达，送一份大礼又苦于囊中羞
涩，如果你也想和云云一样请父
亲吃饭还不用花钱，快快分享你
和父亲的故事。只要参与活动就
可获得“鱼多多”提供的30元代
金券，“鱼多多”各个门店均可使
用。

即日起，本报征集你和父亲
的高考故事，参加者可通过照
片、短信、文章等各种方式讲述
你和父亲的故事，来稿不限题材
和字数。只要你讲的故事够感
人，就会获得一份免费的午餐。
一份鱼多多套餐，包含一条3斤
的草鱼，金针菇、油麦菜、魔芋、
麻辣凤爪、冰爽黄桃各一份，酸
梅汁一扎。活动时间6月15日中
午12点，地点在鱼多多振华国际
店、鱼多多东方巴黎店。

征 文 、照 片 请 投 至 邮 箱
463093191@qq.com，报名咨询电
话1315351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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