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瘦瘦人人为为何何吃吃不不胖胖
在这个以瘦为美，妙龄少女想尽办法减肥的时

代，有不少人确因长期瘦弱、咋吃都不胖、发育不良而

苦恼不已。早在一千多年前，医圣张仲景所著的《金匮

要略》中，就有一有效的瘦人变壮经典验方，取党参

60g，熟地黄80g，山茱萸60g(酒蒸)，泽泻60g(盐制)，茯苓

80g(麸炒)，黄芪40g(蜜炙)，甘草20g(蜜炙)，当归40g，川

芎20g(炒)，莲子40g(去心)，枸杞子40g，白术40g(土炒)，

肉桂(去粗皮)，牛膝等23味中药，晒干磨成细粉，过筛，

混匀，加练蜜制成丸，每日早晚一粒，只需3~5天即可，

感觉胃口大开，睡眠质量提高，面色红润。10~20天后，

体重明显增加，坚持1~2疗程，患者脾健肾旺，吃得香，

睡得好，体重达到正常，特别适用于体格瘦弱、发育不

良、遗传偏瘦的青少年儿童。

据悉，该药方被我国时珍制药进行了现代化的改

进与提纯，使其服用更方便，疗效跟稳定，制成成药—

脾肾双补丸。

脾肾双补丸特别适用于体格瘦弱、发育不良、遗

传偏瘦的青少年儿童；胃肠功能紊乱、长期失眠、免

疫力差、体格多病、厌食偏食人群；被瘦弱症所困扰

的患者不妨一试。

咨询电话：0535-6386172
烟台指定经销：金康大药房(北马路汽车站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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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日日去去哪哪儿儿？？体体验验消消防防员员去去
本报即日起征集20组家庭，参与“逃生大体验”活动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李大
鹏) 想在生动的现场学习消防知
识吗？想让孩子体验一把当消防员
的感受吗？3月2日，本报联合烟台
市公安消防支队举行“逃生大体
验·逃离火场”第二场，邀请20组家
庭走进世茂广场，穿上消防服体验
一把真实的消防员。即日起开始报
名，想参加的家长赶紧报名吧。

2月16日，本报联合烟台市公
安消防支队举行了“逃生大体
验·逃离火场”第一场，20多位市
民走进毓西社区，参与了疏散演
练、跳救生气垫、比赛穿战斗服
等活动，很多市民在体验活动中
学到了不少消防知识，并期待参
加下一次活动。第二场活动将于
本周日举行。

多数市民习惯在节假日带着
孩子逛商场，假如发生火灾该如何
逃生？“逃生大体验·逃离火场”第
二场将走进世茂广场，由专业的消
防队员教给大家逃生技巧，并带领
大家现场实战演习逃生。

上一次活动中，最吸引人的
项目当属体验消防员。在这次活
动中，烟台童趣家少儿职业体验

城将实现孩子们当消防员的梦
想，在体验城里拥有与真实城市
一样的形态和景观，有模拟设定
的社会规则和文化等，孩子们可
以通过模拟和体验消防员，真实
参与消防救援。

此次活动要求每组家庭人数
不超过三人，其中必须包含一名儿
童，儿童年龄在5周岁至14周岁之

间。
2月27日-3月1日是此次消防演

练的报名时间，欢迎广大市民继续
拨打本报热线6610123进行报名。本
报和消防部门将从报名者中挑选
20组家庭作为志愿者参与此次消
防演练，参与活动的每位志愿者都
将获得由烟台童趣家少儿职业体
验城提供的纪念品。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林宏岩 )

“因为业务和市场的拓展，今年我
们的招聘数量相比去年明显要多。”
26日，烟台北极星的招聘负责人张女
士告诉记者，今年旗下各企业招聘人
数近50人，作为国有控股企业，希望
感兴趣的求职者前来挑战。

张女士介绍，北极星旗下的各类
单位今年都有招聘计划，从北极星表
业有限公司、北极星股份有限公司到
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都需要不同
专业的人才加入。

当天，另外7家企业也加入了本
报求职招聘公益平台，即将开业的阳
光国会就是其中一家，“我们5月份开
业，现在急需私人教练还有健康顾
问。”阳光国会招聘负责人王先生介
绍，他们对求职者没有专业限制，特
别期待有私教经验的人才加入。

除了招聘企业，不少有经验的求职
者也打来电话，希望寻觅一份称心如意

的工作，今年43岁的王绍辉是一名韩国
料理达人，“希望找一份在韩国企业内
部餐厅为他们专职服务的工作。”王绍
辉说，韩国料理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份工
作，更是人生的一种乐趣和追求。

本报求职招聘公益平台继续开通，
如果您有求职或用工需要，可以抓住最
后机会，通过四种方式参与，您可以拨
打电话967066报名；或将招聘、求职信
息发送电子邮件到1057522707@qq.com；
或@今日烟台(本报新浪官方微博)留言；
或发送短信至15269539715。只要您参与
报名，您的招聘、求职信息就有机会
在本报刊登。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全福) 为解决市区一些开
放式老旧小区里车辆乱停乱放、交
通拥堵等问题，烟台市交警一大队
想出一计良策：打造“社区微循环”
系统，并将华茂社区作为试点小区，
目前已开始施划停车位。

随着私家车的不断增多，中心
区的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严重，交
警一大队是市区老城区的主力管理
大队，辖区内老社区相对较多，打造

“社区微循环”，可以有效破解老旧

小区交通难题，消除小区内车辆乱
停乱放现象，这也是缓解中心城区
交通压力一种有效途径。

交警一大队将华茂社区作为第
一个试点小区，近几日，民警多次走
进华茂社区，听取广大社区居民的
意见，了解不同交通参与者对于社
区道路的需求，充分挖掘社区道路
现有的内部潜力，规划调整单行线、
路口禁左等，加强市区背街小巷执
法管理，畅通道路微循环。

“连着两晚去数车，停在小区内

道路两侧的车大约有427辆。”民警说，
目前已经在小区施划270个停车位，他
们还向市交警支队提请新增60-70个
车位，尽量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

市交警一大队副大队长刘建告
诉记者，打造“社区微循环”，破解老
旧小区交通难题，最终目的是让市
民将车停在合理合法的地方，让在
小区里行驶的车辆顺畅通行，走路
的居民能安全通过。近两个月时间，
交警部门将在小区进行施划停车位
等布置。

本报讯(通讯员 赵冬) 2月25日，山东莱州市
供电公司配电工区副主任郑立军带领工作人员对
10千伏城南#2线、文化线线路设备进行巡视检查，
为全国“两会”期间安全可靠供电打下坚实基础。

国国企企北北极极星星，，来来本本报报揽揽才才
昨又有7家企业加入本报求职招聘公益平台

老老旧旧小小区区车车乱乱停停，，交交警警妙妙招招来来化化解解
打造“社区微循环”，并在华茂社区试点

姓名 年龄 基本情况 联系方式

王绍辉 43岁 从事韩国料理，受过正式培训，想找一份韩国企业内部餐厅专职服务的职位 13723968567

郗恩光 25岁 烟台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应届毕业生，工作意向是生产管理或者销售等职位 15225538421

朱婷婷 24岁 烟台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想从事环保等方面的工作 18766560585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王晏坤) 26日下午，受
弱冷空气影响，烟台开始有降温迹象，27日凌晨开
始将有小雨，白天最高气温下降5℃左右，最低温将
降至零下，市民朋友还得穿回冬装。

据气象部门介绍，随着这股冷空气的到来，颗
粒污染物将逐渐散去，空气质量将明显好转。

据烟台气象部门预计，27日凌晨开始烟台市云
量将逐渐较多，由南风转北风，风力将逐渐增大。受
冷空气影响，气温也将随即下降。27日白天，天气阴
有小雨，下午转为多云，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天气
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降至-3℃，最高气温为8℃。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烟
佳) 春节过后，烟台市鸡蛋价格继续呈小幅下降
态势。据对市区6个农贸市场监测，25日，鸡蛋平均
零售价格为每斤3 . 98元，近7个月来首次跌破4元。

经过价格监测显示，鸡蛋价格较上周同期下降
1 . 01%，较上月同期下降7 . 44%，较去年同期下降
5 . 46%。鸡蛋价格已连续下降6周，累计降幅12 . 53%，
近7个月来首次跌破4元。

近期鸡蛋价格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和近期省
外禽流感疫情影响有关，本应淘汰的蛋鸡销路不
畅，导致蛋鸡存栏量加大；肉鸡销售不旺，使本应出
栏的肉鸡产蛋，加大了鸡蛋市场供应量。另外主要
受季节因素影响，市场需求减弱，蛋价持续走低。

今天阴有小雨

气温降“气质好”

蛋价半年来

首次跌破4元

彩票开奖

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

确保“两会”安全可靠供电
企业 岗位及人数 专业要求 薪资待遇 联系方式

烟台北极星

招聘技术研发人员1名，钟表文化博物馆招聘销售业务员3名，

弹性元件有限公司招聘冷轧工1名、成品成型工2名、车间统计

1名，股份有限公司招聘行政专管员、文案专员、销售业务员、

销售内勤、会计、出纳，进出口公司招聘国贸人员1名等

设计人员要求相关专业，本

科以上学历，行政文案要求

本科以上学历，有较强文字

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

具体待遇面议 6630223

龙马装饰 会计1名
负责200个餐位的餐饮酒店

财会业务

月薪3000元，交

劳动保险
13906387757

山东联合众生医

药有限公司

门店营业员10名，收银员10名，软件工程师1名，会计5名，计算

机信息管理5名等

要求专科或以上学历，熟悉药

品相关知识和办公软件的使

用，有药店工作经验者优先

月薪3000元以上 2608782

阳光国会 健康顾问30名，健身教练30名，客服20名
要求沟通能力强，具备相关资

格证书，有私教经验者优先

基本工资2000到

5000元，另有保

险奖金等

18615959590

绿林工具有限公

司

区域销售经理4名，维护经理5名，业务员8名，仓库管理3名，车

队队长和生产工人

要求能出差，热爱销售，维护

经理和仓库管理要求男性
具体待遇面议 6857890

烟台塔山集团
区域营销专员10人，市场部经理10人，内勤1人，水电暖安装工

程师1人，工程机械维修工人1人，园林绿化技师，主管会计等

要求专科以上学历，有市场

营销工作经验，可出差
具体待遇面议 6083859

烟台蓝石头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

客服运营总监1名，店面运营经理2名，美工、平面设计师2名，

毛绒玩具设计师3名，动漫和卡通形象设计师3名，插画设计师

3名

要求相关专业即可

月薪3000-4000

元，干六休一，缴

纳五险

6737991

立派国际广告
房地产策划、文案、业务经理、平面设计、展览展示设计、室内

设计、影视编导制作、客服专员、媒介专员
要求相关专业即可 具体待遇面议 6666920

用工榜

求职栏

马上有工作
关注新春求职招聘季

体彩

排列3第14049期中奖号码为：9、0、8。
排列5第14049期中奖号码为：9、0、8、9、4。
大乐透第14022期中奖号码为前区：03、06、10、

16、25，后区：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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