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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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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携毒毒品品被被查查，，司司机机竟竟称称是是食食盐盐
电子警察锁定套牌车，由此牵出一起毒驾案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通讯员 何亮) 3月5

日上午10点54分，烟台新奥燃气发
展有限公司市中区管线所接毓璜
顶营业厅电话报警：芝罘区天鸿广
场有多户居民用户停气。工作人员
赶到现场了解到，事故原因是小区
物业误将燃气阀门当成自来水阀
门关闭。查明原因后，燃气公司正
全力恢复通气。新奥燃气的工作人
员提醒，相关单位和个人切勿私动
燃气设施，遇到问题可以拨打
95158，由燃气公司人员处理。据介
绍，此次停气事件共造成1户工商
户和540户民用户停气，影响了燃
气设施的正常运行。

物业误关阀门
540民用户停气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 近日，开发区一名男子

偷偷潜入变电室去偷铜块，可是铜
块没偷成，他的一条胳膊反而被电
焦了。

据了解，当天开发区一小区的
保安在巡逻过程中发现，小区变电
室附近的焦煳味很重，起初保安以
为着火了，就赶紧跑进变电室，进
去以后发现变电室里的焦煳味特
别严重，还有一名男子躺在地上，
保安就赶紧报了警。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男子
已经被送往了医院。据民警介绍，
当时他们来到小区变电室的时候，
焦煳味还没有散去，里面有一个变
电箱的门是开着的，里面的铜片被
卸下来几个，撒落在地面上。

民警说，一个变电箱里有3个
铜片，这名男子应该是在用扳手拧
铜块里面的螺丝时触电了，导致他
右手小臂过电，被电伤了。

据医院的护士介绍，当时这名
男子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手里还拿
着一个扳手，手上还带着手套，手
套已经被烧焦了。

事故发生后，小区出现了短暂
的停电。据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介
绍，凡是发生故障，都会有专业人
员到现场调查事故原因并处理相
关事宜，但是这名男子的行为已经
触犯了法律，需要公安部门来处
理。

记者从警方处了解到，这名男
子清醒后交代，他当时进入到变电
室里只是为了偷点铜卖钱，整个过
程都是自己策划的，没有同伙。

男子偷铜不成

反被电伤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 这个春节，海阳市小

纪镇荷叶山后村的村民孙乐宝过
得并不舒坦。春节过后，孙乐宝家
的60棵银杏树在夜间遭人扒皮，损
失达5万多元。

2月24日是正月初六，这天，孙
乐宝一大早就上山查看自家种植
的银杏树，可刚走到地头，他就傻
了眼。只见一棵棵银杏树的树干都
被人扒去一圈树皮，60棵银杏树无
一幸免。“树皮被扒一圈，这树就活
不成了。”孙乐宝心疼地看着精心
培育了18年的银杏树，等心情平静
后报了警。

小纪镇派出所民警经过现场
调查，并没有发现有效的作案证
据。孙乐宝了解到，周围其他树林
均没有受损，只有他家的树林被人
破坏，因此他猜测应该是村里有人
恶意报复。孙乐宝说，就在去年8月
份，村里有人开铲车扒了他家的
地，村里有目击者，因此他猜测这
次是同一伙人所为。

60棵银杏树

一夜遭扒皮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柳斌 通讯员 孙鹏 晓
东 ) 3月5日，市交警二大队通
过电子警察锁定了一辆套牌
车，由此牵出了驾驶员携带管
制刀具和毒驾的违法行为。面
对被查出的毒品，驾驶员竟称
自己口味重，这是他随身携带
的食盐。

3月5日下午3点30分，市交
警二大队监控室的“智慧交通
管理云应用平台”突然报警，原
来是设在建设路与芝罘屯路交
叉路口的电子警察，锁定了一
辆涉嫌套牌的黑色三菱欧蓝德
吉普车。

为了核实驾驶员及车辆的
信息，民警依法将驾驶员带到队
里。民警通过查询证实，这辆车
确实是一辆套牌车。民警随后依
法对车辆做检查，民警在车辆的
后备厢里发现两把50厘米长的
管制刀具还有一把弹弓。在民警
的讯问下，驾驶员解释，刀和弹
弓都是他收藏的工艺品。

在驾驶员的包里，民警还发
现了两个成人拇指大小的小玻
璃瓶，民警要求驾驶员将两个小
瓶拿给民警看，驾驶员稍微迟疑

了一下，还是交给了民警。
“借助光线定睛一看，这两

个小瓶是空的，但是在瓶底和
瓶身还是能发现一些白色粉末
状残留物。”民警说，驾驶员发
现民警在观察小瓶，于是急忙
向民警解释，小瓶内装的是食
盐，自己口重，随身携带，饭菜
不够味儿时，就从包里拿出撒
点儿提味儿。

民警猜测这可能是毒品的
残留物，并且怀疑驾驶员是个

“瘾君子”，为了验证驾驶员是
否吸食过毒品，民警将驾驶员
带到辖区立交桥派出所进行毒
品检验。

经检测，驾驶员的尿样呈
甲基苯丙胺阳性，由此可以确
认，驾驶员在驾车前曾吸食过
毒品。在证据面前，驾驶员承认
了毒驾的事实。

驾驶员因持有管制刀具和
吸食毒品的违法行为，被辖区
派出所民警依法处以20日的行
政拘留的处罚。下一步，交警部
门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相关规定，吊销驾驶员的驾驶
证。至于管制刀具的来源及用
途，民警正在进一步调查。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王
建 ) 不知道C1证不能驾驶
摩托车，刚拿到C1驾驶证的
大三学生张某骑摩托上路被
查，将面临罚款200元，记12

分的处罚。
3月5日上午8点左右，正

在市区青年南路与红旗中路
交叉路口执勤的市交警三大
队民警，在检查一骑摩托车
不戴头盔的驾驶员时，发现
驾驶员张某准驾不符。张某
是市区某大学的三年级学

生，年前刚刚在老家临沂考
取了机动车驾驶证C1证资
格，可以驾驶小型汽车、低速
载货汽车及三轮汽车，这次
却骑着摩托上了路。

直到被查，张某才明白，自
己考的驾驶资格是不能驾驶摩
托车的，要想驾驶摩托车还需
要考取D、E或是F资格才行。

张某准驾不符将面临罚
款200元，记12分的处理，还
要回炉学习交通法规一个星
期，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拿
回驾驶证。

不知C1证不能开摩托

大三学生被罚200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姜
波 薛强 ) 3月4下午2点，
市交警四大队民警在辖区
初家路口处，查获一辆持C1

驾照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
的驾驶员，驾驶员24分一下
没了。

驾 驶 员 于 某 是 莱 山
人，2012年考取了C1驾照，
平时骑自行车上班，大约
半个小时就能到单位，当
日因为家中有事导致上班
要晚了，于是借朋友的摩

托车往单位赶，不曾想被
交警查着了。

于某因驾驶的机动车
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
不符和上道路行驶的机动
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两种
违法行为，一次被扣了 2 4

分。于某按规定需要参加7

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的学习并接受考试，还应
接受驾驶技能的考试，两项
考试合格后，记分予以清
除，交警部门才能发还于某
的驾驶证。

持C1证骑无牌摩托

一下被扣24分

嫌邻居影响休息

小小伙伙偷偷拍拍邻邻居居隐隐私私视视频频

还还播播放放给给邻邻居居看看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嫌
情侣邻居的生活经常吵到自己休息，小伙就偷
拍下情侣邻居的生活隐私视频，还冒充水电工
播放给情侣邻居看。情侣邻居报了警，一查才知
道，拍摄视频的竟是邻居。

3月3日上午，住在开发区某公寓的女孩孙
某家里突然来了一名“水电工”，小伙以查水表
的名义进入小孙所在的房间，随后便掏出手机
给小孙看起一段视频来。视频的内容有好几
段，其中有小孙和男朋友聊天的内容，也有两
人其他的生活隐私画面。“视频哪里来的？”小
孙看着眼前的陌生男子问。“你男朋友拍的。”
男子说。

小孙感觉事有蹊跷，便将事情告诉了男朋
友。“我没有拍视频，可能就是‘水电工’偷拍
的。”男友猜测。

小孙和男友报警后，八角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经查，冒充水电工的男子，正是小孙所在
公寓的邻居张某。民警打开张某的手机，视频已
经被删除了。不过，民警很快恢复了手机中的视
频内容。此时，张某又编造谎言，说视频是他从
一个QQ群里获取的。谎言很快被攻破，民警发
现，这个所谓的QQ群就是张某自己创建的，而
且群里并没有其他成员。

在证据面前，张某最终交代偷拍邻居的事
实。

他说，自己平时在企业上夜班，白天睡觉时
经常被邻居小情侣说话和打游戏的声音吵醒。
为此，他决定在窗口偷拍情侣的生活隐私视频，
并通过播放视频给邻居看来解气。

记者从八角派出所获悉，嫌疑人张某因涉
嫌侵犯他人隐私已被警方拘留。

C1证可不是啥车都能开

交警在驾驶员包内发现的毒品。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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