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醋”的学问
“醋”是众所周知的家庭常用的一

种调味品，中国人历来倡导少盐多醋的
饮食习惯，但除了调味之外，“吃醋”还
有许多学问呢，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款在
网上广为流传的打通血管的食疗配方：

一位居住在伦敦的男子的亲身经
历：当他去巴基斯坦开会的时候，突然
胸口剧痛，后来被医院检查出来，他的
三条心血管已经被严重堵塞，需要做搭
桥手术。手术时间是一个月以后，在这
个期间，他去看一位古法治疗师，治疗
师让他自己在家中做一个食疗，他吃了
一个月后去同一家医院做检查，发现三
条血管干干净净，原来堵塞的地方已经
全通了。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他把自
己的经验放在网上分享。

材料：同份量的柠檬汁、姜汁、蒜头
汁、苹果醋各一杯，蜜糖适量。一个半柠
檬、二大块姜、三头蒜。一小瓶苹果醋。

做法：1：蒜头去皮，姜去皮切小片，
一起放入榨汁机榨汁，或者放入搅拌器

打成浆，用网布隔渣，手绞出汁。2：将蒜
头、姜汁放入瓦煲，加入柠檬汁与苹果
醋，大火滚，小火慢煮，不要盖锅盖，让
水分蒸发，大约需要半小时，剩下大约
一半汁液。3：温度降下后，加入蜜糖，仔
细搅匀，蜜糖需要很多，主要是令汁液
容易入口。将成品存在有盖的玻璃瓶
中，放入冰箱保鲜。每天早饭前空肚服
用一汤匙。吃上一个月以后可再去医院
做次检查，对比验证。

此方法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提高
维生素B 在胃肠道的吸收率和体内的
利用率，对尽快消除身体各部器官的疲
劳，增强体质，预防大肠癌等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还具有养胃、减肥、防脱发，
防止慢性病，提升人体阳气的功效。

此方中“苹果醋”指的是以苹果汁
为原料发酵而成的酿造食醋(而非苹果
醋饮料)，烟台吉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
品的果舒食醋酸度(以醋酸计)达到5 . 5度
以上，不含防腐剂等添加成分，适合做

食疗配方。切忌用勾兑醋，因为勾兑醋
中的醋精(或者冰醋酸)等添加剂会对人
体肠胃造成刺激等不良影响。

果舒食醋由吉斯集团烟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出品

地址：烟台市牟平区师范路4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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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加油站正对面吉斯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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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些理财文化才不容易被骗

头条评论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或者读罢本报新新闻后
想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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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宁

19日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在世茂百货广场举办了理财文
化节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来到
现场。还有不少小记者在家长
的陪同下学习了理财知识，为
培养良好的理财习惯打下基
础。

在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展
位前，不少中老年市民聚集在

一起，声泪俱下地诉说着惨痛
的被骗经历。“你们的报道和活
动太晚了，早一点报道这些非
法集资的骗局，我们可能就不
会上当了，毕生积蓄就不会被
骗了。”在活动现场，不断有市
民拉着记者的衣袖，对记者诉
说自己遭遇的种种骗局。

其实，就算是早一点报道、
早一点揭露这些骗局，就能保
证不再有市民上当受骗了吗？
诸如电话诈骗，已经过了十多
年的时间，不还是不断变换着
诈骗手段适应着这块土壤。

如果真想让市民远离非法

集资的危害，所要依靠的，就只
能是拓宽投资渠道，加强正确
投资教育这一途径。在现场的
活动当中，几乎所有的被骗市
民都表示自己上当受骗，是因
为被当初骗局中的高息所吸
引，一步步被洗脑后变得欲罢
不能，最后搭上了自己的毕生
积蓄。

股票、保险、银行自有产
品，这是当下市民投资活动中
最常见的三大部分，但是又有
多少市民真正明白呢？市民投
资，除了定期存款之外别无他
法；而这一些的不明白和不懂

得，也从侧面印证了金融产品
及其衍生品在普通市民群体中
的潜在市场依然很大很广。

当我们在活动现场上看到
那些因为误入非法集资陷阱而
被骗倾家荡产的市民时，当我
们看到那些被骗后用不了一个
月的时间只剩下一头白发的四
十多岁妇女时，当我们看到活
动现场上那些因为被骗而歇斯
底里呐喊、声泪俱下呼号的市
民时，我们应该懂得，如果对非
法集资不加限制，任其肆虐发
展，下一个受骗的，就可能是我
们自己，就可能是我们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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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话说

扈刚(芝罘区)

齐鲁晚报首届锁具文化
节举办得很成功，我再多几句
嘴。正像超B级锁也不是无可
挑剔的锁具一样，电子指纹、
密码锁亦非百分百防盗王。要
保险要安全，单纯靠超B级锁、
电子锁等高级锁具还远远不
够，还得靠像奇山派出所“有
一套”的大老李们那样切实维
护好治保环境。而且，要有全
民防盗意识才行。

说电子指纹密码锁绝非

全能铁将军是有根据的，因为
工作关系，我多少了解一些情
况。有份指纹锁某些酒店用得
不少，图得是便宜且外表光
鲜。锁安上会出错因故打不
开，一个电话打过了，锁店售
后服务员马上到位，多数是立
即搞定。有难缠的，直接与厂
家联系，基本都能解决。这样
的电子锁拆开了，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身子很单薄，智能都在
一块线路板上，有多处用的是
塑料部件，这样的电子锁抗冲
击能力肯定极其有限。可以这

么说，外人用指纹或者瞎猜密
码打不开这锁，若动用其他手
段未必打不开门。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愿我们的智能产品都早早告
别脆弱。更期望厂家商家都放
弃歪歪点子，做实在的好东
西，提供周到服务，尽快清除
致命瑕疵。除此之外，就是寄
希望于政府有关部门，加大治
安环境整治力度，从源头上抓
防盗。也请市民提高警惕，看
好自己门。大家联手做，社会
治安就会好起来。

要安全靠锁具更靠防盗意识

用电马虎不得

刘学光(莱山区)

读了齐鲁晚报《今日烟台》4

月19日报道的“海阳三村民触电
被烧焦”，心中很不是滋味，为三
条生命的瞬间逝去而痛心。

事情发生了，留给我们的是
教训，是刻不容缓地查究安全隐
患，迅速行动起来消灭不规范的
用电设施，把安全用电这根弦绷
紧再绷紧，做到一丝不苟，始终
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特别是农村用电不规范的
现象屡见不鲜，私拉乱接电线毫
不以为然，出现触电伤亡的事情
也比较多。因而有关部门应该以
此事故为契机，进行一次认认真
真的用电安全大检查，查找身边
的安全隐患，把时刻能够吞噬人
身安全的隐患根除，让鲜活的生
命不再瞬间遭到不测，把安全用
电提到重要议程，重新规范不合
乎要求的用电设施，把私自乱拉
的电线重新进行布局，梳理好电
线的正常安全使用，让触电伤亡
事故不再发生，让人们有一个安
全的生活环境。

所以说，用电安全马虎不
得，人命关天，重于泰山，必须认
真对待，举一反三，警钟长鸣，才
能够不让触电伤亡的悲剧继续
上演，撕心裂肺的惨痛场面不再
出现。

恼人的名片

郝红梅(芝罘区)

我是个没有名片的人，看着
场面上有人恭敬地互递名片，甚
是羡慕。也要过朋友名片，特别
是那种设计制作带点艺术性的，
收着把玩挺有意思。往车窗上插
名片的见过，就是背个包穿越大
小停车场、走街串巷的一族。他
们该算是送小广告那伙的，因为
那名片多属不靠谱的推销，还有
代开发票之类乌七八糟的东西。
至于名片插车窗给车主造成经
济损失的，还是头回听说。

闹半天，这名片插车窗掉缝
隙里，若想取出还真麻烦，找人
帮忙取需要费用。要是图省事随
它去，名片可能堵塞排水口，麻
烦更大。

正当的推销当然可以搞了，
这时代人人都在推销自己嘛。你
可以进店入户去送名片，取舍人
家自便。千万别再拿名片插人车
窗了，故意丢地上也不行，你光
考虑让好奇者捡拾了，环境卫生
受影响。

一家之言

本报讯(记者 尹海涛) 烟台诞生首家“医养结
合”养老机构，把医院和养老院优势合二为一，入院老
人既可及时得到治疗，又有护理人员陪老人散步聊
天，针灸按摩，进行康复锻炼，完全避免了老人生病来
回折腾的问题。

据介绍，广济老年人颐养中心是一所集医疗、护
理、康复、托(养)老、休闲于一体的医护型养老机构。

烟台广济颐养中心位于烟台市芝罘区三马路1

号，南邻环山路，北靠二马路，建筑面积2800㎡，占地
面积4000㎡，总投资395万元，由烟台广济脑科康复医
院投资，具备针对失能(介护、介助)老人的生活照料、
病情监护、长期护养、应急处置、康复理疗、保健养生、
精神慰藉、临终关怀等综合服务能力。颐养中心设置
床位160张，配有门诊区、颐养区、康复区、日托区。医
护人员24小时值班，实行了三级医师查房制度，护理
实行责任护理，真正把医疗和护养结合起来。颐养中
心设施配套和功能完善,能够承担起自身所设置的养
老服务内容。

广济老年人颐养中心地址：三马路1号气象局原
办公楼葡萄山小学大门北50米。联系电话：办公室电
话：0535-6607577主任电话：18563816866 院长电
话：13953553293

烟台诞生首家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名嘴说事

太多的冗余资讯使你的大
脑处于资讯过载状态，而真正有
价值的有效资讯又严重匮乏。太
多的无效资讯耗费了你宝贵的
注意力和有限的大脑认知资源，
即使面对有价值的资讯你也可
能轻易地漏过。这种资讯选择的
焦虑妨碍了你切实的行动，即便
给你再多的时间，你依然会把它
耗费在无谓的资讯挣扎中。

——— 唐映红(教授)

嬉笑怒骂

新闻：兜售小物品的、卖假
发 票 的 ，还 有 缠 着 旅 客 的 黄
牛……随着南京地铁百日整治
活动的开始，乱景一夜之间似乎
都不见了。但是，地铁乞丐却依
旧打着“游击”，有一名职业乞丐
已经跟随地铁8年多，处罚上百
次，可他还是坚守在“岗位”，为
啥？因为一个月就可轻松挣一万
多元。地铁呼吁，市民遭遇地铁
乞丐，千万不要滥施爱心。(现代
快报)

点评：我见过前一天还是瞎
子的乞丐，第二天变成了瘫痪。

新闻：今年2月底，北京百余
名新闻发言人集体开通微博。记
者盘点发现，其中，90%的新闻
发言人不能做到“每日更新”，甚
至3名发言人的微博自开通至今
一言未发。此外，记者获悉，针对
官员“如何织围脖”，市政府新闻
办已专门开办了“新媒体应用培
训班”，百余委办局官员、新闻发
言人接受培训。(新京报)

点评：说不定忙得早忘了开
过微博。

王晓正(龙口市)

每周学校放假，校门口都
会上演一幕幕的“中国式接送
孩子”，各式私家车、摩托车、
电动车把学校周围塞得满满
当当，热闹程度一点不亚于闹
市。

想起我们小时候，除了幼
儿园入园第一年家长接送外，
全部都是自己和朋友们结伴
回家，哪里会见到这般接送孩
子的壮观场景？也就在那时
候，我们知道“过马路要走人
行道，绿灯亮起才能安全通
行，路上不能嬉闹追赶，靠边
走才安全”等等马路安全常

识。
出于治安考虑、交通拥挤

的危险环境及儿童自身的心
理成熟情况，幼儿园时期上下
学接送孩子有保证孩子安全
的必要性。升入小学，父母完
全可以逐渐放手，但一定要在
放手的过程中教会孩子如何
规避回家途中可能遇到的各
种潜在风险，比如普及交通安
全常识、告诫孩子不要跟随陌
生人，不在路边吃任何东西等
等。

跟国外孩子比，中国孩子
的自主能力普遍稍差。“中国
式接送孩子”不就是教育方式
欠均衡的一个缩影吗？现代家

庭，独生子居多，在“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心态唆使下，家
长们把孩子包围在蜜罐中，按
部就班地生活，让现代的孩子
们一心扑在学习成绩的提高
中，缺乏自主能力、创新品质
和吃苦耐劳精神，这和“哈佛
大学拒录中国高考状元”不无
关系。

中国有句老话：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给金给银不如
技艺在身。接送孩子的大潮，
其实也是在弱化孩子的综合
成长能力，挤压成长空间，希
望家长们把本该属于孩子们
的成长空间腾出来，让他们更
加自信、更加有担当地长大。

请还孩子们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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