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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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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农民民工工乘乘公公交交钱钱被被偷偷

司司机机大大喊喊帮帮找找回回

24小时2015年3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冯荣达 组版：李艳梅今 日 烟 台 <<<< C09

本报热线：6610123 新浪微博：@今日烟台 微信号：今日烟台

醉醉汉汉满满脸脸血血，，大大半半夜夜敲敲邻邻居居门门
邻居迷迷糊糊起了床，通过猫眼一看吓得睡意全无

女孩上学途中失联

至今已半个月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柳斌 实习生 张茜） 2月28日，
莱州的16岁女孩武俊佳坐大巴车
到烟台护校上学，突然与家人失去
联系。到目前为止已经半个月了。

“2月28日她到烟台后给我们
打了电话报了平安，但是第二天
下午5点，她班主任就给我打电话
说武俊佳没有来学校。”女孩的妈
妈说，她多次联系孩子的同学，都
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武妈妈一家被突如其来的消
息吓坏了，目前已经报警。武妈妈
通过车站的视频监控，发现女儿2

月28日当晚并没有回学校，而是去
了南大街的一个连锁酒店。

酒店的服务人员说，女孩第
二天早上6点左右就退房了。后来
家人又查到女儿出现在烟台汽车
总站的视频里，但是无法查到她
具体去了哪里。

目前女孩的手机一直处于关
机状态，空间里的日志等资料也
突然间删除了。据学校的老师和
班主任反映，武俊佳最近退出了
班级QQ，解除了和很多人的好友
关系，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去向。

据了解，和女孩同期失联的
还有蓬莱职业学校的一个男孩。
女孩班主任反映，两人在去年夏
天军训时认识。

武俊佳的父母心急如焚，希
望好心人提供线索，联系电话：
15552266635或18353593817；QQ：
1056103108。

本报热线6610123消
息（记者 王永军 实习
生 艾婷玉）“可得给这
个公交司机点个赞！”市民
林先生说，3月14日他乘坐9

路公交车，车上一乘客钱
被偷，司机马上停车并喊
话，小偷见情形不对马上
转移了钱，丢失的钱最终
物归原主。

林先生说，14日早上7

点多，他从海港路站点乘
坐9路公交车。当公交车走
到南尧附近时，一名江西
籍的农民工去找司机说是
钱被偷了，让司机帮他把
钱找回来。

“谁动了别人的钱。”
公交司机听说后立马靠边
停车并大喊是谁动了农民
工的钱。司机的这声大喊
有了作用，过了一两分钟，

丢钱的农民工发现一只手
把钱塞进了一名中年乘客
的口袋里，但并没有看见
谁是小偷。

就这样，农民工找回
了丢失的钱。据目击者介
绍，农民工丢失的钱有三
四百元。

这位公交司机名叫姜
风亮，今年50岁，是烟台公
交集团第三汽车公司的一
名驾驶员，在9路车上当司
机已经多年。

“当时就想把钱给乘客
找到。”姜风亮说，看到农民
工的穿着，就知道挣钱不容
易，虽然只有几百元，但对
农民工来说很重要。以前也
遇到过乘客丢钱的事，但等
民警来之后，小偷已经下
车，所以当时就选择大喊，
希望能起到作用。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实习生 贾
晓艺 通讯员 孙英龙） 3

月14日半夜，牟平区的唐先生
家中门铃突然响了，唐先生
迷迷糊糊地起来开门，通过
猫眼竟然看到一名满脸鲜血
的男子站在他家门口。这下
可把唐先生给吓坏了。原来，
这名男子是喝醉后自己在楼

下撞破了头，然后走错了家
门。

1 4日半夜 1 2点，唐先生
全家人早已经睡下，突然被
一阵刺耳的门铃声给吵醒，
之 后 唐 先 生 迷 迷 糊 糊 地 起
床，到门口去准备开门。当他
通 过 猫 眼 往 外 看 的 那 一 瞬
间，着实惊了一下，顿时睡意
全无，因为门外竟然站着一

名满脸鲜血的男子。等他稍
微反应过来后，就赶紧报了
警。

民警赶到现场了解到，这
名满脸鲜血的男子姓李，当天
晚上在外面喝多了酒，回到小
区后，在电梯门口一头撞到了
墙上的瓷砖上，当时都把瓷砖
撞碎了，他自己则被撞得满脸
是血。之后他摇摇晃晃地走出

电梯，错按了邻居唐先生家的
门铃。唐先生从猫眼中往外
看，发现门口这个人满脸是
血，也不认识，就让他赶紧离
开，可是他仍旧不停砸门按门
铃，唐先生当时被吓坏就马上
报了警。

经民警调查，姓李的男子
确实住在这个小区，之后民警
将他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吸吸毒毒出出现现幻幻觉觉，，拿拿石石头头砸砸邻邻居居玻玻璃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实习生 贾晓
艺 通讯员 邓新南） 3月
14日晚上，牟平区的孙先生在
家看电视，突然家里的窗玻璃
被人砸了，出来一看外面有一
名男子手里拿着一块石头还
准备砸玻璃。孙先生赶紧报了
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这
名砸玻璃的男子是因为吸毒

后精神亢奋，产生幻觉，才砸
了邻居家的玻璃。

系山边防派出所的民警
赶到现场后，将砸玻璃的男子
带回所里。

民警在审讯过程中发现，
这名男子言语混乱，眼神恍
惚，当民警问他为什么砸玻璃
时，他说自己看到墙上有鬼，
他要把那些鬼打死。男子说的

时候非常兴奋，动作也很夸
张。这种异于常人的表现引起
民警的警惕，民警怀疑这名男
子是吸毒后致幻。民警去这名
男子家中调查，结果发现在他
家里有很多吸管、针管等吸毒
工具，经试剂检测，这名男子
确实是吸过毒。

民警调查得知，这名男子
是烟台莱山人，现在在牟平从

事海产养殖业，当天晚上他喝
了酒，再加上毒品的作用，整
个人的精神比较亢奋，所以才
砸了邻居家的玻璃。

据民警介绍，这名男子已
有多年的吸毒史，已经损害了
大脑，语言混乱，反应迟钝。毒
品来源仍在调查中。目前，派
出所已对男子做了行政拘留
处罚，合并执行20天。

◎ 遇上这种邻居，不吓一跳才怪 ◎

15日，公交司机姜风亮向记者讲述事情经过。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摄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孙鹏） 3月15

日16时，一辆沿幸福路由北向南行
驶的帕萨特在幸福南路与幸福路
交叉口与一辆由南向西行驶的电
动车相撞，电动车倒地后驾驶人只
是将嘴碰出血，因为帕萨特刚起步
车速不快，电动车受损并无大碍。

市交警二大队事故民警赶到后
确认了事故责任，帕萨特驾驶员通
过路口未确保安全，未按规定减速
避让通过路口的非机动车与行人负
事故的主要责任；非机动车驾驶人
左转弯未让直行车辆负次要责任。

帕萨特抢行

刮倒电动车

认认为为医医院院有有责责任任

家家属属大大闹闹医医院院获获刑刑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樊友泉 赵鑫） 因产下的
男婴被诊断为脑瘫，家属认
为是医疗事故，后采用拉横
幅、用扩音喇叭喧哗等方式
向医院施压。日前，7名被告
因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被莱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一到三年不等。

被告人张某的妻子
2014年7月，在莱阳某医院
产下一名男婴，后男婴被
诊断为脑瘫，张某及父亲
张某某认为这是医疗事故
造成的，便多次到医院讨
要说法、要求赔偿。

为给院方施加压力，
2014年7月27日，被告人张某
某、张某纠集被告人夏某、
李某、张某某等十余人来到
莱阳市某医院，在医院停车
场进出口拉横幅，长时间影
响车辆的正常进出，并用扩
音喇叭高声喧哗，引发百余
名过路人围观，致使医院门

口周围交通严重堵塞。
其间，民警经多次劝

阻无效后，欲将被告人张
某某、张某等人强制带离
现场，被告人夏某、张某某
见状即对民警撕咬、抓挠，
致3名民警轻微伤。

莱阳市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张某某、夏某
某、李某某等7人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
医院工作、营业无法进行，
造成严重损失，被告人张
某某系首要分子，其他被
告人系积极参加者，行为
均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罪。案件审理期间，7名被
告人的行为均取得了医院
的谅解，且均当庭认罪。

法官提醒，医闹入刑已
经比较完备，对每一类行为
都有一个具体的罪名去惩
处。因此出现医疗纠纷，患
者家属应当选择合法途径
解决，不要一时冲动，触犯
法律，走上犯罪的道路。

交警队门前出车祸

一查竟是无证驾驶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范辉杰 乔木）
无证驾驶还在交警队门前肇事，3

月12日，驾驶员李某被行政拘留15

日，罚款1000元。
3月12日早晨8点，“嘭”的一声

自烟台港交警大队院外传来，一辆
黑色别克轿车撞到了大队门口的
一辆半挂拖车上。

驾驶员李某说，刚下夜班精力
不集中，导致交通肇事。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李某根
本没有驾驶证，并且还于2011年在
开发区因醉酒无证驾驶被判过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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