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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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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学学生生身身患患尿尿毒毒症症无无钱钱医医治治
每月医药费六七千元，家人为他花光所有积蓄

龙口义工

为老人送去牛奶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吕世军) “大叔，好好养
病，早日康复！”1月19日上午，龙口
市下丁家爱心义工队40多名义工队
员在队长马建慧的带领下为下丁家
敬老院的34位老人每人送去了一箱
牛奶。同时，到医院探望了78岁的陈
天宝和82岁的于守来两位住院的老
人，并为他们送去牛奶和问候，将爱
传递到病床前。

“我们队于2014年12月18日刚
刚成立，我们先后走访了全镇23户
贫困户，并为其中6户送去了慰问
品。”马建慧说，他们成立以来得到
了很多公益人士的大力支持，以后
他们将把爱心传递给更多的需要
关爱的人们。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张
倩倩 实习生 杨雪) “每次
透析完，他都非常虚弱，看在眼
里特别心疼，可我替不了他承
受这痛苦。”日前，宋伟的母亲
流着泪告诉记者，她正上大学
的儿子宋浩被查出患上尿毒
症，可是因家里经济拮据，不能
继续治病了，希望好心人能帮
帮他们一家。

宋浩来自蓬莱村里集镇宋
家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
里还有一个姐姐宋伟，父母以种
苹果为生，一年收入三四万，虽
然不富裕，但一家四口生活很幸
福。但是这样的幸福并没有持续
多久，2014年12月宋浩在毓璜顶
医院被确诊为尿毒症晚期，这使
一家人陷入苦闷中。

一个多月前，21岁的宋浩
还在潍坊科技学院的校园里读
书，如今他却只能躺在医院的
病床上。“弟弟在毓璜顶医院被
确诊为尿毒症晚期。医生称他
两肾已萎缩一半。”宋伟说。

查出尿毒症后，宋浩需要
一周透析三次，每次400元的透
析费，一个月光透析费就得五六
千。宋浩的父亲宋洪林说，宋浩
现在只有80多斤重(身高一米七

左右)，不适合做肾移植手术，目
前只能通过透析来维持生命。

宋浩11岁那年得了强直性
脊椎炎，十年来一直服药，家里
的积蓄都用来给他治病了，加
上姐弟两个上学，家里几乎没
有攒下什么钱。

宋伟说，弟弟查出尿毒症
以来，社会各界的热心人士和
潍坊科技学院师生为宋浩捐了

四五万元的善款，但每天在花
钱，家里还借了不少外债，现在
还欠着医院的钱。

宋浩的父母年事已高，经
不起奔波，宋伟承担起家里所
有的事，为了给弟弟治病，她也
取消了自己的婚礼。宋浩虽然
有新农合和在学校的保险，但
是新政策要求这两个只能选择
一个，而且许多药物都不在报

销范围之内，宋伟一心想筹钱
为弟弟治病。

长期被病痛折磨宋浩的身
体显得虚弱，宋浩说，自己很想
回到校园，很想像其他同学一
样，可以坐在教室里学习。如果
您愿意伸出援手，帮助宋浩一
家渡过难关，可以给宋浩的姐
姐 打 电 话 ，联 系 电 话 ：
15552454116。

2014年12月17日，齐鲁晚报
烟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推出

“新年心愿·童梦齐圆”大型公
益活动，受到热心市民的热捧。
热心人丁女士和丈夫吕先生
一口气认领了169号郭晨、170号
韩冬和171号韩庚健三个孩子
的新年礼物。

丁女士在认领了孩子的
心愿后，当得知171号韩庚健就
要搬去福山SOS儿童村时，丁
女士马上寄出已经购置好的
礼物，想孩子在离开之前背上

一直想要的新书包。
“希望你在新的家庭、新的

环境里，发奋学习，健康成长，
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送出礼
物之外，丁女士还和丈夫写了
封信，鼓励韩庚健好好学习。除
认领171号韩庚健的心愿之外，
丁女士还认领了169号郭晨和
170号韩冬的心愿，礼物收到
后，孩子们的脸上都绽放出了
快乐的笑容。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
习生 盛晓蕾 刘道媛

222222221111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王怡睿
家庭情况：16岁的王怡

睿家住莱州，父亲腿有三级
残疾，母亲耳聋，一级残疾，
一家人靠种地、缝补为生。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语文、英语、化
学、物理、政治的《2015中考必
备》5套卷子，数学的《五年中考
三年模拟》和一本文言文版的

《红楼梦》。

222222222222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杨凯文
家庭情况：家住莱州的

杨凯文今年11岁，父亲患有
癌症常年吃药，每年需医药
费8000余元，妈妈残疾(出生
腿部残疾 )，有残疾证，无低
保。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过年穿
的棉衣(身高：1 . 20米，体重：
55斤)，男。

222222223333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张怡
家庭情况：今年9岁的

张怡家住莱州，父母离异，
跟随母亲在姥爷、姥姥家生
活，无抚养费 (因父亲残疾
无经济来源 )，母亲靠打零
工维持生活。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身新棉
衣 (身高：1 . 4 5米，体重：60

斤)，女。

222222224444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施星辰
家庭情况：家住莱州的

施星辰今年9岁，父亲因车祸
去世，母亲改嫁，继父患有脑
出血，母亲靠打工维持生计，
家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身新棉衣
(身高：1 . 40米，体重：80斤)，
男。

222222225555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曲梦瑶
家庭情况：今年15岁的

曲梦瑶家住莱州，父亲因肝
癌去世，孩子先天性心脏病
加先天性脚歪(而且脚不能扶
正)。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身新棉衣
过年(身高：1 . 55米，体重：75

斤)，女。

222222226666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任飞
家庭情况：家住莱州的

任飞今年11岁，母亲因病去
世，父亲另娶，现随姥姥、姥
爷生活，生活非常拮据。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给姥姥要一身
新棉衣(身高：1 . 65米，体重：
100斤)，自己想要一双运动鞋
(38码)，女。

认完一个心愿后不过
瘾，热心人刘先生干脆提前

“排队”抢先认领尚未见报的
小心愿。20日一大早便来电
咨询，再次秒认下215号吕坤
霞和220号马洋洋的新年心
愿。

家住莱州的杨晓荟今年
12岁，2014年母亲因白血病去
世，父亲有胃病且下岗，现在
家庭债台高垒。看到晓荟的
情况后热心人刘先生立即致
电本报公益热线抢认。成功

抢认完心愿后，他立即购置
了晓荟想要的一个大书包以
及爸爸的一身新衣服。买好
礼物后，直接驱车来到报社
将礼物送到。

刘先生说，自己是个生
意人，平时忙起来就不得空，
现在有时间就赶紧先做完这
些事。做事雷厉风行的刘先
生告诉本报记者，“年轻人多
做善事也是给后代积福”。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
习生 盛晓蕾 刘道媛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刘道媛 盛晓蕾 整理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通讯员 张广亮 ) 日前，烟
台火车站开通“爱心通道”帮助来
自滨州医学院特殊教育学院14名
视障学子顺利进站上车，滨州医学
院自2012年招收第一批视障学子
后，便启动了同方向、同车次招募
志愿者与视障学子“报团”回家的
方式，帮助视障学子顺利返乡。

据了解，滨州医学院在2012年
招收第一批视障学子后，一位视障
学子成立了“明眸协会”，“我们和
这些视障的同学都是一个学院，我
们将他们的回家的车次和时间等
信息进行统计，随后会在协会的
QQ群里进行征集同车次和同方向
的志愿者。”滨州医学院明眸协会
的同学说。

“爱心通道”

助视障学子顺利返乡新年心愿
童梦齐圆

热热心心夫夫妇妇一一口口气气
认认领领33个个孩孩子子心心愿愿

热热心心人人送送来来礼礼物物
又又““排排队队””抢抢认认心心愿愿

活动花絮

义工为敬老院老人送上牛奶。
通讯员供图

看到弟
弟的体重从
90多斤掉到
了 8 0 多斤，
姐姐和妈妈
都 无 比 心
疼 。本 报 记
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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