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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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尼迩滴耳油通过耳
道给药，直达病灶，保证了舒尼迩滴耳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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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尼迩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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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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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大大樱樱桃桃十十大大品品牌牌””等等你你参参评评
本次活动设抽奖环节，将抽取一定数量的投票群众作为获奖者

本报6月9日讯（记者 李静
通讯员 申俊立） 为促进烟台大
樱桃产业品牌建设，做大做强“烟台
大樱桃”品牌群体，烟台市农业局、
烟台市大樱桃协会组织开展“烟台
大樱桃十大品牌”评选活动。全市辖
区内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或
家庭农场，拥有并使用注册商标企
业均可参评。

记者从烟台市农业局了解到，
“烟台大樱桃十大品牌”评选活动申
报主体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企业、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或家庭农场。同时产品有自己的注
册商标，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有
自己的标识，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和品牌美誉度。

“对于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之一，并在有
效期内的，优先推荐。”工作人员说。

记者从“烟台大樱桃十大品牌
申报表”上了解到，参评选项包括品
牌质量评价、生产情况评价、销售情
况评价、产品认可评价、品牌传播力
评价等方面，具体细则中除了基地
规模、主栽品种等基本生产情况外，
还有是否使用烟台大樱桃区域品
牌、市场认可度和口碑（问卷或网络
投票）等选项。

工作人员表示，部分有违法违
规行为的企业不能申报。如近3年
内，所报产品在县及县以上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监
督抽查中有不合格记录的；申报主
体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有
重大质量投诉经查证属实的；有使
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使
用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生长调
节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
范围，以及使用农业投入品不符合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记录的；申报
主体有涉税违法行为或侵害消费者
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都不得申
报。

据介绍，符合申报条件的农业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
场，本着自愿的原则，向所在县市
区农业部门提报申报材料。各县市
区农业部门负责对申请材料的符
合性、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查，
合格的于6月20日之前推荐上报市
农业局。

市农业局将于25日前组织有关
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初选出
20个品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结
合中介机构测评结果和消费者投票
结果，进行综合评分、认定。对认定
的“烟台大樱桃十大品牌”，由烟台
市农业局、烟台市大樱桃协会联合
颁证授牌，并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
告。

据了解，“烟台大樱桃十大品
牌”评选工作每两年进行一次，实行
动态管理，优胜劣汰。为调动、鼓励
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此次评选工作，
本次活动设抽奖环节，将抽取一定
数量的投票群众作为获奖者，发放
或邮寄奖品。

最最后后一一拨拨大大樱樱桃桃拉拉宾宾斯斯上上市市

本报联合烟台农业局
推出第二届“烟台樱桃红齐
鲁”活动，为全国各地的不
少朋友送去了正宗的烟台
大樱桃，很多人反馈称樱桃
正宗，还想再下单。如今美
早品种已经停发，10日起拉
宾斯发货，最后一拨大樱
桃，想要下单的市民一定要
抓紧时间了。

“你们的大樱桃收到了，
确实不错，我家孩子很喜欢
吃，我想再买两箱。”近日，远
在广东的张女士打来电话称
还要再订购两箱大樱桃。

9日，在芝罘区红利市
场，由于前来卖大樱桃的果
农较多，不少果农自己寻找

“摊位”，自发在一条小路上
形成了一个“樱桃交易市
场”。来自莱山区、芝罘区等
地的果农带着自家的大樱
桃排成两排，红的、黄的，美
早、那翁、拉宾斯，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来购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
前市场上美早大樱桃已到
了扫尾期，晚熟品种陆续上
市。果农告诉记者，一般一
个品种采摘期在7到10天，
晚熟品种是最后一拨上市
的大樱桃，因此烟台的大樱
桃销售季节也接近尾声。

今年我们的活动大樱
桃全部来自素有“中国大樱
桃第一镇”称号的福山区张

格庄镇。为确保省内外朋友
吃上更新鲜的大樱桃，追求
更好的品质，在选果过程
中，我们严格把关，果实成
熟度要求九成熟，口感和品
质更好。在物流上选择顺丰
速运，将以最短的时间，最
快的速度送货上门。

现果销售价格为拉宾
斯(品级：一等果约24mm)三
斤装111元，五斤装155元，邮
费已包含在其中。如果您也
想尝尝正宗的烟台大樱桃，
可以拨打0 5 3 5- 6 8 7 9 0 7 6、
15698180503进行订购，或在
淘宝主页搜索店铺“烟台优
品果农”或直接登录淘宝店
http://qlwb-jryt.taobao.com/

进行下单。
本报记者 李静 实

习生 张宁

铁路部门今起推出

“变更到站”服务

本报6月9日讯（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慕菁华） 记者从烟台

车务段了解到，为满足旅客变更行
程的需求，进一步方便旅客出行，
自2015年6月10日起，铁路部门推
出“变更到站”服务。旅客购票后，
可根据行程变化，重选新的目的
地，在车票预售期内变更到站及乘
车日期、车次、席位。

据了解，旅客在原车票开车前
48小时以上，可任意选择有余票的
列车。“变更到站”只办理一次。已
经办理“变更到站”的车票，不再办
理改签。对已改签车票、团体票及
通票暂不提供此项服务。

办理“变更到站”时，新车票票
价高于原车票的，补收差额；新车
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
对差额部分核收退票费并执行现
行退票费标准。

据悉，车票预售期延长到60天
后，铁路部门推出了开车前15天以
上退票不收退票费的便民措施，受
到了广大旅客的欢迎。但少数囤票
者利用这一便民措施改签车票，占
用客票资源，影响了其他旅客正常
购票。铁路部门在此提醒旅客，为
维护公平购票环境，自2015年6月
10日起，对开车前48小时-15天期
间内，改签或变更到站至距开车15

天以上的其他列车，又在距开车15

天前退票的，仍核收5%的退票费。

奋奋斗斗的的““烟烟漂漂””，，你你会会有有不不一一样样的的精精彩彩人人生生！！

本报6月9日讯（记者 陈
莹 实习生 张宁 刘晓杰）

本报“大悦城·我的爸爸是
暖男”活动启动至今已有半个
月时间，在我们向烟台市民征
集“我与父亲的故事”期间，上
演着许多感动人心的瞬间。随
着父亲节脚步的临近，我们更

期待您可以与大家一起，分享
您与父亲的感动。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唐代诗人王维道出
了多少漂泊在外游子的心。提
起“北漂”这个称谓，想必大家
比较熟悉，而在烟台这座美丽
的海滨城市，同样有这样一个

群体，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烟
漂”。

为了生存、为了梦想，“烟
漂”们从全国各地来到烟台打
拼，有着与“北漂”一样或迷茫
或欢乐或无奈的经历。背井离
乡的感觉，除了孤独，或许更
多的是辛酸。

今天我们推出的“烟漂”
女孩，在烟台打拼近12年。这一
刻请我们静下心来，听听她讲
述与自己父亲的故事。

“小的时候，我爸半年才回
一次家，对他没什么太深的印
象。”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女
孩和弟弟一直由母亲带大，用
她自己的话说，当时她和弟弟
对爸爸的态度很“冷淡”。2003年
她来到烟台工作，一直到2005年
她与父亲才走得“最近”。

烟漂女孩说，“那时候我
离开家，出来工作，和我爸住
在一起，这期间我才真正了解
了父亲。”女孩还说，自己初来
烟台有些不适应，一切都是新
的，父亲便成了她的依靠，接
她上下班，休息的时候还带她
到处游玩。虽然有时候也会惹
父亲不高兴，但她知道父亲是
非常疼爱自己的。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去主动
沟通，但我知道我爸非常爱我，
我也会好好的。”或许是说到了
动情之处，女孩不禁流下眼泪。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
于“烟漂”奋斗的故事，感受这
个群体的精彩人生，那就赶紧
关注今日烟台微信公众平台
吧，您还可以观看精彩的采访
视频呦。

福彩开奖公告

9日，在芝罘区红利市场，由于前来卖大樱桃的果农较多，在一条小路上形成了一个“樱
桃交易市场”。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1 .将你和父亲的故事以电子邮
件的形式告诉我们，参与“大悦城·
我的爸爸是暖男”评选活动。

2 .将你从小至大与父亲的合影，
以故事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如果你
对自己的拍摄和翻拍技术有十足的
信心，可以将照片翻拍成电子版发
送给我们。同时，附上500字左右的短
文，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你的感悟

或者是你与父亲的故事。
3 .写一封给父亲的信吧，将你的心

里话告诉他。信件可以是电子版，也可
以是手写版。若是手写版，请您用手
机、相机拍摄成照片，发送给我们。

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
润利大厦1603室 陈莹(收)；也可以
发送至电子邮箱1658945160@qq.com，
邮件最后附上姓名和联系方式。

三种方式分享你和父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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