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舒食醋分为5度食醋和8度
食疗醋。它用苹果汁做为原料经二
次发酵酿造而成。不同于用醋精勾
兑而成的调味醋，果舒食醋不含有
任何防腐剂，其口感酸爽、略带果
香，并富含多种营养物质。人体健
康的状态，体液呈弱碱性，但由于
人们的饮食习惯、环境、心态及压
力等因素的影响使我们的身体往
往处于酸性的亚健康状态。果舒食
醋经过二次发酵，是一个口感呈酸
性，在人体内代谢后呈碱性的食用
醋，它有中和鱼、肉、蛋、米、面等呈
酸性食品的功能，并有利于它的各
种营养素的保存和促进钙的吸收。
能够有效改善人体酸性体质，使人

体呈健康的弱碱性。
网上广为流传的食疗配方一：

用8度苹果醋2两，鲜鸡蛋一枚，浸
泡1 . 5-2天，蛋壳软化后，用筷子戳
破搅匀，再放置一天即可。每天起
床舀两小汤匙醋蛋液加一小匙蜂
蜜和四小匙温开水调匀，空腹一次
服完，蛋膜最后一天咀嚼吞服。可
降血脂，防动脉硬化。

食疗方二：将同等份量的柠檬
汁、姜汁、蒜头汁、苹果醋各一杯放
入瓦煲，大火滚，小火慢煮，不要盖
锅盖，让水份蒸发，剩下约一半汁
液，加入适量蜜糖搅匀，冷却后放入
冰箱保鲜即可。每天起床后空腹服
用一汤匙。可净化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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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的的变变速速车车，，让让孩孩子子笑笑出出声声
龙口17名孩子收到爱心礼物，新年愿望实现了

被87号张莹新的小小心愿打
动，远在美国学习的热心人李女士
从网上订购了全套的实木书桌，10

日上午本报记者和鼎丰助学服务队
义工一起将满载爱意的书桌送到了
张莹新家中。

张莹新今年15岁，父亲车祸去
世，母亲改嫁，跟随年迈的爷爷奶奶
生活，奶奶患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
窄，全家靠70多岁的爷爷打零工生
活。临近春节，她最大的心愿是有个
新书桌。被张莹新的艰难遭遇打动，
远在美国学习的李女士很快从网上
订购了全套的实木桌子，寄到本报，
委托记者和义工为小莹新送去。

10日，当本报记者在鼎丰助学
服务队义工的带领下，将折叠书桌
送到张莹新家中。“我一定好好学
习，报答好心人的热心。”抚摸着新
书桌，张莹新暗下决心。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盛晓蕾 刘道媛

艰难遭遇

打动好心人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刘道媛 盛晓
蕾) 12月17日，齐鲁晚报烟台
慈善义工管理中心启动“新年
心愿·童梦齐圆”大型公益活
动，已陆续推出近200名孩子的
新年心愿(包括微信版)。认领
礼物后，热心人迅速置办，将礼
物早早送到报社。10日，本报记
者在鼎丰助学服务队义工的帮
助下，将龙口17个孩子的心愿
礼物送到。骑上崭新的自行车，
72号曲俊字高兴的合不拢嘴。

75号王启帆今年读小学四
年级，妈妈因病动手术，花了将
近四万元，至今在家休养，不能
干重体力活，家里靠爸爸一人
外出打工维持生计。临近春节
他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个新书包
和一件新的羽绒服，热心人曲
女士认领后，立即为孩子购置
了新的外套和书包不说，还特
意给王启帆准备了全新的保暖
内衣和一套学习文具。领到沉
甸甸的新年礼物后，小启帆和
妈妈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105号王忠琴今年读五年
级，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做过三
次手术，一家人靠父亲务农生
活。得知她的心愿礼物是一台
护眼灯，热心人黄女士在送出
护眼灯之外，还特意为其送出
了手套、书包、学习用品等物
品。此外，龙口西城区华辉灯饰
店也为孩子送出一盏新台灯。

“这辆车太新了，我得小心
骑着。”收到新年礼物的72号曲
俊字开心得笑出了声。曲俊字

的新年心愿是有辆全新的变速
自行车，热心人张先生认捐后
付款托本报记者代为购买。10

日上午，鼎丰助学服务队义工
帮忙组装完成后，曲俊字迫不
及待地试骑，一路高兴得合不
拢嘴。

10日，在鼎丰助学服务队
义工的带领下，本报记者还为
65号颜晶晶、66号张博轩、70号
冯含、71号李邦涛、87号张莹
新、90号曲雅倩、104号于迎春、
118号陈奕颖、119号尚洪如、120

号高鹤、121号王忠琴、122号孙
亚妮、123号遇妍、013号张楠(微
信版)送去了新年礼物。此外，
热心人为孙亚妮、颜晶晶捐出
的善款，本报记者也一并送到
了。

临近春节，如果您身边有
家庭困难且勤奋上进的孩子 ,

他们心中又藏着一些小愿望 ,

您可以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
随后的日子里展开调查，并在
春节前逐一帮孩子们实现心
愿。本报还邀请各地公益组织

和民政、教育部门等愿意提供
孩子心愿的机构，联合发掘孩
子们的小小心愿，争取帮更多
孩子圆梦。

如果您愿帮孩子们圆梦，
可以和我们联系或关注我们的
官方微信：今日烟台 (微信号 :
jinriyantai)，我们将为您搭建起
爱心平台。后期我们还将组织
大型认领愿望的活动，如有爱
心企业愿意加入，也可致电本
报公益热线15264520357和我们
联系。

义工装好自行车后，孩子跃跃欲试，十分期待骑新车的感觉。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不仅送出新年礼物

还资助孩子上学

2014年通过本报新年心愿
活动资助了招远男孩郑帅，11

日下午热心市民王女士再次来
到报社，为102号宋晓慧、104号
于迎春、109号林福雯、110号祝
嘉玮这四名孩子各送来200元
红包。

2014年，在本报举办的新
年心愿活动中，王女士认领了
招远孤儿58号郑帅的心愿，并
一直资助郑帅至今。赶赴报社
之前，王女士刚刚去福山SOS

儿童村看望完郑帅。当谈到郑
帅，王女士感慨道：“他现在住
在福山区的SOS儿童村，我会
一直资助他上完学，上到哪儿
我资助到哪儿。”

看 到 本 报 的 相 关 报 道
后，1 1日下午家住莱山的热
心市民王女士赶到报社，为
102号宋晓慧、104号于迎春、
1 0 9号林福雯、1 1 0号祝嘉玮
这四名孩子各送来 2 0 0元红
包。

“我2月就要出国了，想在
这之前亲自去看望他们。”由
于车坏了，无法亲自驱车前去
看望孩子们。但是王女士非常
渴望去见见孩子，想为他们带
去温暖。

据了解，王女士是一位非
常有爱心的人，只要在报纸上
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们，她都
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
生 刘道媛 盛晓蕾

新年心愿，童梦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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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66661111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杨雅林
家庭情况：8岁的杨雅

林家住莱州，父母离异，父
亲患有关节炎，不能干重活
且常年吃药，每年药费3000

元左右，母亲在家务农，家
境十分贫困。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套学习用
品和一个书包以及新华字
典、成语字典各一本，女。

活动花絮

111166662222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王艺超
家庭情况：10岁的王艺

超家住莱州，母亲患有精神
疾病需常年吃药，每年要花
费6000元左右，父亲每天无
所事事，对其母子不管不
问。现在在姥爷、姥姥家居
住，姥爷、姥姥年迈，靠种地
为生，生活十分拮据。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过年穿
的棉衣，身高1 . 50米，体重
70斤，男。

111166663333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杨雨蓓
家庭情况：12岁的杨雨

蓓家住莱州，父母都是农
民，靠种地为生，父亲在
2013年查出直肠癌并做了
手术，但2014年年中又查出
肝癌晚期，现在家庭债台
高垒，生活十分拮据。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
丰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给患病的爸
爸买一双过冬的42码棉皮
鞋，女。

活动花絮

111166664444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孙秉会
家庭情况：家住龙口的

孙秉会今年读五年级，母亲
患有精神疾病，偶尔发病，
父亲身体残疾，奶奶于2014

年癌症去世，年迈的爷爷体
弱多病，需要大额的医药
费。

信息提供者：龙口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个书包和
一套学习用品，女。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
生 刘道媛 盛晓蕾 整理

新新年年心心愿愿认认领领通通道道

为为方方便便市市民民认认领领孩孩子子们们的的小小小小心心愿愿，，按按照照报报名名
顺顺序序和和地地域域优先的原则，本报将优先为最早报名认
领心愿的热心人对接。认领成功的市民，本报会第一
时间回电或短信对接，为保证孩子们早日收到心愿
礼物，也请认领心愿的您早早准备礼物，不要拖延。

认认领领心心愿愿时时可可将将孩孩子子编编号号及及信信息息发发短短信信至至
1155226644552200335577。。想想送送出出物物品品的的热热心心市市民民请请将将您您的的联联
系系方方式式、、愿愿意意提提供供的的物物品品列列出出。。您您也也可可以以将将礼礼物物送送
到到本本报报((地地址址 ::芝芝罘罘区区环环山山路路33号号润润利利大大厦厦11660033室室))，，
由由本本报报代代为为送送出出。。

日前，莱州农商行神堂支行孙
成霞及同事一口气认领了莱州5个
孩子的心愿。认领成功后，孙成霞及
同事立即分头采购，目前孙成霞及
同事已经将所有礼物置办齐备，送
到了鼎丰助学服务队义工处，近日
义工将逐个为孩子送出心愿礼物。

日前，莱州农商行神堂支行孙
成霞致电本报“公益热线”，一口气
认领了134号生凯辉的29码运动鞋、
135号李彦莹的书架、136号刘彦彤的
狗娃娃玩具。此后，孙成霞及同事再
次认领139号李彤彤的心愿，以及141

号吴宇飞的43码运动鞋。11日，所有
心愿礼物均已置办齐备，送到了莱
州鼎丰助学服务队义工手中，近日
义工将逐一送到孩子们手中。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刘道媛 盛晓蕾

认领成功后

立即分头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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