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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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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着着赃赃物物逃逃跑跑，，天天黑黑有有雾雾车车翻翻了了
看见民警，嫌疑人主动求助；疑点重重，民警最终擒贼

佐康祛痘提醒痘友：

【【祛祛痘痘】】你你要要擦擦亮亮眼眼睛睛

佐康专业祛痘·当次见
效·3次显效·20天祛除重度痤
疮

家长向记者倾诉：我儿子
17岁长痘2年了，没少领他到
处治，脸上痘痘却更严重了，
好多紫红的，塌下去的那种
痘，去烟台佐康祛痘中心的时
候，店长检查后发现都是乱用
药导致的红肿和暗疮。烟台佐
康祛痘的治疗效果确实好，当
天治疗后，红肿就消退了很
多。治了十来天的时候我觉着

孩子脸上好了一大半了。20多
天后就治好了，不细看，看不
出曾经长过很严重的痘痘，看
来在佐康的钱不白花。

不能盲目使用祛痘产品
和随意祛除，不仅枉费金钱，
错过最佳祛痘时机，同时不合
格的产品和祛痘技术还会对
脸造成伤害。

佐康祛痘是【国际青春痘
防治协会】的理事单位，作为
烟台第一家专业祛痘机构，采
用疏通堵塞毛孔，清理毛孔垃
圾，修复受损毛囊，补充皮肤
营养等科学方法，入驻烟台10

年来，治好痘友上万人。并且
产品健康安全，孕妇儿童皆可
使用。

佐康祛痘公司通过全国
几十万例的成功治疗，将秘方
产品、配合疏通仪器和无痛祛
痘技术，实现祛痘、去印、排
毒、修复一次完成。专业祛除
祛青春痘，粉刺，痤疮，祛除后
不复发。专业祛黑头、収细毛
孔、快速去痘印3天见效。针对
乱用祛痘产品产生的激素依
赖性皮炎、铅汞中毒等。激素

痘等都可彻底排除痘毒，恢复
健康状态。并且全国450多家
店连锁售后，免费吸油，疏通
毛孔，巩固祛痘效果。

临近10年店庆，佐康特邀
约打进祛痘热线的前10名重
度患者免费治疗一周活动，详
情咨询店内。
芝罘佐康总店：6263931

开发区佐康店：6398791

福山区佐康店：2132018

烟 台 佐 康 网 站 ：
www.yantaiqudou.com

佐 康 总 部 网 址 ：
www.zkqudou.com

全国加盟咨询：
18604606080 张经理

趁趁民民警警不不注注意意，，顺顺手手扔扔掉掉““头头疼疼药药””
这名司机上次不挂牌被查，这次挂假牌而且涉嫌毒驾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孙玉科）

喜欢音箱，要而不得便去偷。走
累了，再偷辆电动三轮车代步。
逃跑途中，嫌疑人又在一家废弃
工厂内盗窃了一个铁炉子。由于
天黑又下雾，嫌疑人骑着电动三
轮车翻进沟里。16日，莱阳市公安
局吕格庄派出所民警将这名一
晚连续行窃3次的盗窃嫌疑人抓
获归案。

16日凌晨2时许，莱阳市公安
局吕格庄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

报警称，一辆电动三轮车掉到莱
穴路旁沟内。接报后，派出所值
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刚到现
场，就发现一名男子站在路边。

看到警车后，这名男子立即
走上前请求民警帮助。该男子自
称姓蒋，迷路了，电动车也不慎
落入沟内。随后，民警在路边的
沟里发现一辆三轮车。经检查，
民警发现车辆有被盗嫌疑，民警
对蒋姓男子产生了怀疑，遂对蒋
某进行询问。但是蒋某避重就
轻、答非所问，这更加重了民警

的怀疑。于是派出所民警将蒋某
带回派出所。

经进一步查询，民警发现，蒋
某有7次盗窃前科，于是对电动三
轮车以及车内物品进行了仔细勘
察，民警发现了更多疑点，对蒋某
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后，蒋
某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盗窃事实。

蒋某，淄博市博山区人，几
天前来到莱阳穴坊镇打工，但没
找到工作。蒋某从小喜欢唱歌，
几天前，他发现一个收废品的人
有一个音箱，他非常喜欢，就跟

主人索要，但没有要来，然后他
就盯上了这个音箱。通过盯梢发
现，这个收废品的人晚上把音箱
放在医院过道内充电，于是15日
晚上蒋某到医院盗窃音箱得手。

蒋某偷了音箱后，拖着音箱
(音箱底部有滑轮)向团旺镇方向
走，20公里的路走了2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地方。蒋某累得腰酸腿
痛，实在走不动了。在团旺镇上
转了转，蒋某发现一家包子铺，
于是撬开了包子铺的门，将一辆
三轮电动车偷了出来，骑着三轮

车继续向北走。
蒋某走到吕格庄镇驻地后，又

在一家废弃工厂内盗窃一个铁炉
后，骑着三轮车沿莱穴路向北逃，
由于天黑，加之当时大雾，能见度
非常低，最终摔进了路边的沟里。

由于有多次与公安民警打
交道的经验，蒋某见到民警并未
害怕，主动上前神情自若地与民
警交谈，希望民警帮他把三轮车
推上路。但他没想到，民警很快
就发现了疑点，并将其抓获。目
前，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王
建） 上次不挂牌被查，这次
挂上假牌被查。18日，嫌疑人
杨某被查获后，顺手把“头疼
药”扔进下水道。经查，嫌疑
人涉嫌毒驾。

18日下午3时，烟台交警
三大队指挥中心警务系统突
然报警，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
涉嫌违法使用假的机动车辆
号牌。10分钟后，这辆黑色的
奥迪轿车被执勤交警在红旗
中路与青年南路交叉路口北
侧100米的地方查获。“杨某承
认，车辆悬挂的是工地上的工
友拿来的一副假牌照，他明知
是假牌照却装到了自己的奥
迪车上。”民警说。

经查询，民警发现该车辆
去年10月因为未悬挂号牌被
交警查获，驾驶证因此被一次
记满12分，尽管交警通知他先
学习后经过考试合格才能领
取驾驶证，不过杨某根本没去
参加学习班。

查缉现场执勤交警要求
杨某下车接受检查时，民警发
现杨某趁交警不注意，从裤子
口袋里掏出一个装着白色粉
末状的小塑料包，随手丢进了

路边的市政下水管道里。
“找到这个小塑料包已经不

可能了，当问起塑料小包里装着
什么东西时，他支支吾吾地说是
治疗头疼的药。”民警说。

虽然没有在车中搜到疑
似物品，不过民警怀疑杨某有

“毒驾”的嫌疑。在烟台交警
三大队办案区里依法对杨某

进行审讯后，民警又领着杨某
来到卧龙派出所进行违禁药
品尿检。检测结果显示，杨某
的尿检结果为甲基苯丙胺类
阳性，也就是说杨某吸食了冰
毒。

杨某因涉嫌驾驶证暂扣
期间驾驶机动车、车辆未参加
审验以及使用伪造的机动车

牌照等违法行为，依据《交通
法》有关规定已经被依法处以
罚款2400元，行政拘留15日。
因为涉嫌“毒驾”，驾驶证也
会被予以注销。

目前，杨某已被执行行政
拘留15日，其后将由芝罘分局
接手吸毒案件，进行进一步处
理。

18日，这辆套牌奥迪被民警查获。 通讯员供图

偷办3张手机卡

充值千元玩游戏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近日，莱阳市一名13

岁男孩偷偷用父亲的身份证办了3

张手机卡，先后往卡里充值近千
元。家长得知此事后要求通讯公
司退款，通讯公司表示可以将钱
退回卡内正常消费，但无法折现。

周先生称，自己13岁的儿子小
鹏偷偷办理了3张手机卡，用来充
值玩游戏。3张手机卡有两张是用
他的身份证办的，还有一张是用代
理商的身份证办理的。“孩子在我
不知情的情况下办了3张手机卡，前
后充值近千元，我认为通讯公司要
退卡退钱。”周先生说，通讯公司回
复只能跟游戏商联系将钱退回卡
里，用于正常消费，但无法折现。

该通讯公司烟台分公司工作
人员介绍，办理手机卡必须由本
人持身份证办理，不能代办。经销
商为孩子办理手机卡属于违规行
为，公司将对涉事经销商进行处
罚。对于周先生提出的退卡退款
要求，工作人员表示有待商榷。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晓亮认为，13岁孩子属于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心智尚未达到独立
判断的程度，大宗商品消费需得
到监护人同意。商家明知孩子未
成年，擅自出售手机卡，买卖行为
无效，家长可以向商家要求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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