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耳聋耳鸣一滴就灵
耳聋、耳鸣意味着生活在一个无声

的世界里，对于中老年患者而言是十分
痛苦的。

现在好了，国家首个治疗神经性、老
年性、药物性、噪音性、突发性耳聋耳鸣的
特效药物——— 甲类OTC舒尼迩滴耳油问
世了，无论你是 1 0 年还是 2 0 年的耳聋耳
鸣，只要不是耳鼓膜破损，不是先天性耳
聋，一个治疗周期，都能轻松治好，让你重
回有声世界。

以往治疗耳聋耳鸣的药物基本以口
服和贴剂为主，口服药物经过胃肠吸收、
肝肾过滤等到达病灶处时药力药效所剩
无几，所以很难见到效果；滴耳油通过耳
道给药，直达病灶，保证了滴耳油能够在
0 . 1秒就穿透血耳屏障，彻底解决了传统
药物难吸收、起效慢的弊端，滴耳油清耳

毒、开耳窍、修神经，只需三步让患者告
别顽固性耳聋耳鸣，让耳朵重获新声，自
由畅听。使用当天：耳痛、耳胀、耳痒、流
脓淌水、耳闷等耳道炎症全面改善；使用
一个月：蝉鸣声、风啸声、马达声、火车呼
啸声等各种耳鸣逐渐减弱消失，白天不
再头晕头胀、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使用一
个周期：激活因受损而休眠的听神经细
胞，全面修复受损的耳蜗听神经，疏通阻
塞的耳蜗血管，调整基底膜震动频率，使
听力传导链恢复正常功能，提升耳道免
疫力，从根消除各种耳聋耳鸣。

惠民通知：即日起买2疗程赠送1疗程，
保证您一次性告别耳聋耳鸣，花更少的钱，
用更好的药，本广告读者仅限100名。康复

热线：6405388 (烟台地区
免费送货)

口 臭 口 干
对 因 治 疗 是 关 键
治疗口苦、口臭，多数患者只需1—2疗程

熬夜、烟酒过量、饮食肥腻、精神压力、
年老体弱会产生内热，烧伤津液，津液亏虚
代谢失常而使内外分泌紊乱，出现胃灼热
痛、口干口臭、肠燥便秘等症状，加重身体对
代谢的压力。

五香丸滋阴生津，改善消化代谢功能；
排除虚热内火；该药精选18种地道药材，治
疗口臭口干、胃灼热痛等效果极好。上市3

年，畅销3年，使数万口臭患者社交不再尴
尬，自信做人！

★口碑验证，用了《五香丸》
★公务员面试成功了！
★相亲也能过关了！
★丑女也变成美女了！
★家庭越来越和睦了！
★生意也越来越顺了！

快速祛口臭 根除不复发

五香丸采用现代先进的提取工艺精制
而成的一个口感极好的纯中药制剂，从口、
肠、胃整个消化系统入手祛除口臭，在去除
口腔疾病的同时，调理肠胃去除、清理肠毒。

当天见效，10天解除症状，1——— 2个周期彻
底治愈口苦口臭，口气清新，吐气如兰！永不再
犯。实现一次治愈，终身治愈。德国医学博士奥
诺生福克斯等11位专家技术支持，3年临床验证
的黄金品质，卓越的疗效，独特的技术，成为我
国1300家三甲医院争相推广首席用药。
口香热线：0535——— 6154898

专销地址：烟台同济堂大药房(南大街振华购物
中西侧原老百货大楼西天桥下) 免费送货

城事2015年5月6日 星期三 编辑：梁莹莹 美编：武春虎 校对：周宣刚今 日 烟 台 <<<< C07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 5日，记者从市招考中
心获悉，烟台市2015年春季高
考知识考试本周六在芝罘区开
考，全市设8个考点，177个考
场，4983人参加考试。

2015年春季高考继续实施
“知识+技能”考试模式，“技
能”部分考试已经于3月11日-
29日，由31所省内主考院校进
行完毕。知识考试将于5月9日-
10日进行，考试科目为语文、专
业知识、数学、英语四科。全市

参加考试人数为4983人，比去
年增加2044人，8个考点，177个
考场，全部安排在芝罘区。

参加知识考试的考生于5

月5日-10日登录考生信息平台
(http://wsbm.sdzk.gov.cn/)自行
打印准考证。打印内容包括：准
考证、考生须知、填报志愿告知
书和考试文具准备说明。

考生可于8日下午4：30后
持准考证到考点熟悉环境。为
保证考试安全，考生不得进入
考场和警戒区域。考生可提前

落实好出行方式和交通路线，
保证准时到达考点。要充分考
虑交通因素，避免因天气、交通
堵塞等原因耽误考试。

考生凭网上打印的准考证
和二代身份证入场考试，除2B

铅笔、书写用0 . 5mm黑色签字
笔、橡皮和规定的文具外，其他
任何物品不准带入考场。开考
15分钟后不准入场，考试结束
前30分钟，经主考允许方可交
卷出场，但不得离开考点，要到
指定的休息室等候考试结束后

方可离开。
所有考点全部安排在带有

电子监控的标准化考点进行，

配备手机信号屏蔽仪、金属

探测器、二代身份证识别仪

和监考大师等设备，考试期

间市无线电办公室将出动检

测车，对异常信号进行监测

和处罚。特别提醒：凡携带手

机等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

能的设备进入考场的，不论是

否使用，均按作弊处理，取消报
名考试资格。

44998833名名考考生生周周六六参参加加春春季季高高考考
比去年增加2044人，8个考点全在芝罘区，带手机进场按作弊处理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蒋
大伟) 6日迎来二十四节气中
的“立夏”，但港城的天气却
还没有夏天的味道，受一股
冷空气的搅局影响，6日和 7

日 烟 台 将 有 阵 雨 或 雷 雨 天
气 ，南 风 短时北 风 ，风 力 较
大，同时气温下降，提醒广大
市民注意防范。

5日，港城天气晴朗比较舒
爽，气温适宜。6日立夏，为古

时按农历划分四季之夏季开
始的日子，表示即将告别春
天，温度逐渐升高，农作物也
进入了旺盛生长的一个重要
环节。

4月下旬，烟台市区多日
最高温在30℃徘徊，港城似乎
一下进入了夏天。进入5月，天
气变得“很春天”，天气凉爽，不
时还有冷空气“造访”。6日，一
股冷空气到来，全市大部分地

区将迎来阵雨或雷雨，风力较
大，气温也将下降。

据烟台气象台预报，10日
前后还将有一次冷空气来临，
将会有小雨，南风转北风风力
较大，同时气温也将下降。看样
子，港城市民想要拥抱“夏天”
之前，还得与暮春的“春姑娘”
温存几日。

据烟台气象台5日16时发
布的天气预报，烟台市区及各

县市，6日白天到夜间，南部地
区多云，其他地区多云间阴，
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5级，
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级，最
高气温沿海地区17℃，内陆地
区21℃；7日白天到夜间，多云
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风短
时北风 4 - 5级阵风 7级，气温
11℃-22℃；8日，多云，南到东
南风3-4级转4-5级，气温10℃
-26℃。

今今天天““立立夏夏””，，烟烟台台依依旧旧““很很春春天天””
受一股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下降

5日，记者从教育部门获
悉，烟台今年有6名学生通过
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高
校的自招初审，其中北大5位，清
华1位。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所
有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考核统一
安排在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
公布前进行。

今年的自招更偏重于选拔
偏才怪才，校荐取消，学生全部
采取自荐的方式，而自荐材料

写得出不出彩，有没有突出的
创新竞赛成绩是很多学校选拔
的重点。目前，北京大学全国共
给予了1900人自主招生资格。烟
台二中的许译文、赵汗青，莱州
一中的尹姝之，烟台一中的华
江山、王承玥上榜。而清华大学
全国共给予了538人自主招生资
格，其中烟台有招远市第一中
学的王毅磊上榜。

此次通过初审的考生通过

后续考核后，可享受高考降分
录取的优惠政策。其中，通过清
华初审的考生将参加清华组织
的自主招生笔试、学科专家组
面试等测试。根据清华大学此
前公布的自主招生简章，获得
自主招生认定的考生可获得20

分-60分不等的高考降分录取优
惠，部分特别优秀的考生可被
降至一本线录取。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烟台六名学生通过

北大清华自招初审

5日，烟台牟平港航道碍航养
殖清除工作通过复查验收。近一
个月来，各方共拆除碍航养殖60余
排、非法定置网具2架，确保了牟平
港航道810万平方米通航水域安全
清爽。据了解，每年4月19日-21日
是海产养殖播种育苗的好时候。
烟台牟平海事处通过渔村宣讲、
警示拆除、现场督查等方式，渔民
自主拆除大部分碍航养殖，保证
了船舶往来安全。

通讯员 胡佩民 孙德凯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摄影报道

海事部门
巧清碍航养殖

第四届市老年

摄影大赛启动

本报5月5日讯(通讯员 葛海
燕 吴海宁 记者 孙淑玉 ) 5

日上午，第四届烟台市老年摄影
大赛启动，面向老年群体征集风
光类和人文类作品。大赛以“传承
红色文化·铸就金色人生”为主
题。参赛作品要求体现老年人对
胶东红色文化的深厚感情，围绕红
色文化、人文生活等题材，从多角
度、多方位展示当代老年人追求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赛作品的报送截止日期为7

月20日，作品限于作者本人原创，
不接收往年参赛作品。如果你想
参加本届老年摄影大赛，可以登
录市老龄办网站，按要求下载报
名表格。

市老龄办将举行

“双十楷模”评选

本报5月5日讯(通讯员 葛海
燕 记者 孙淑玉) 为进一步弘
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传统
美德，展示老年人的时代风采，市老
龄办开展第六届“烟台市十大孝亲
敬老楷模”和第二届“烟台市十佳老
有所为楷模”评选表彰活动。“烟台
市十大孝亲敬老楷模”评选范围为
在烟台市长期定居的各界人士。如
果您在烟台市长期工作生活，年龄
在60周岁以上，在文化教育、互助养
老、维权维稳、保护环境、移风易俗
等领域成绩显著，还可报名参评“烟
台市十佳老有所为楷模”。

健康会所突发火灾

“系统”自动报警

本报5月5日讯(通讯员 牟晓
燕 记者 孔雨童) 5日凌晨，烟
台市芝罘区金手缘健康会所突发
火灾，火灾初起后，该会所安装的
感烟探测系统迅速将火情传到市
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信息中心，
消防人员2分钟后抵达现场，从火
起到扑灭只用了11分钟，防止了火
灾在闹市区蔓延。起火原因为线路
老化短路所致。

烟台市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
理信息中心2008年1月正式投入
运行。建消中心6名接警员，实行
24小时全天候值班服务。中心自
成立以来共监测到真实火警9起，
强有力地保证了全市联网用户的
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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