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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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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张
琪) 作为烟台的对口援建县，
聂拉木的灾情牵动人心。25日，
烟台市委、市政府向聂拉木县
委、县政府发去了慰问函。

慰问函中写到，“惊悉因
尼泊尔8 . 1级地震影响，贵县群
众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害，

在此，中共烟台市委、烟台市
人民政府以及全市人民，谨向
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受灾群众、
遇难者亲属、受伤人员表示诚
挚的慰问！对奋战在抗震救灾
一线的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
致以崇高的敬意！烟台与聂拉
木虽然相隔万里，但是二十多

年的携手并进，早已让我们同
呼吸、共命运，你们遭受的损
失我们感同深受。此时此刻，
我们正密切关注着灾情进展
并将全力支持做好抗震救灾
工作。灾情发生后，烟台市挂
职干部第一时间汇报了有关
情况，我们要求挂职干部与聂

拉木县人民一道，戮力同心，
全力以赴，深入做好抢险救灾
工作。我们坚信，在聂拉木县
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英雄
的聂拉木人民一定能够众志成
城，攻坚克难，全面夺取抗震救
灾工作的胜利。”

“祝愿聂拉木人民平安。”

烟台市委市政府向聂拉木县发慰问函

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齐金
钊 ) 日前，尼泊尔发生地震，给当
地带来严重破坏。26日，记者获悉，
烟台各旅行机构尚未发现有游客在
地震期间身在尼泊尔当地，有部分
在西藏旅游的烟台游客未受影响。

中国国际旅行社烟台分社的
蔡经理介绍，烟台虽然有尼泊尔的
旅游线路，但总体客量不大，地震
发生时没有烟台籍散客和团队前
往尼泊尔，目前烟台仅有部分游客
在西藏林芝地区旅游，距离地震灾
区有800多公里，整个旅游线路未
受到任何影响。

26日，国家旅游局发布旅游警
示，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尼
泊尔，目前各旅行社已经暂停尼泊
尔旅游线路销售。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李大
鹏) 24日上午，生物新药创制联合
平台及开发基地召开生物新药创
制联合平台及开发基地启用新闻
发布会。目前，区内入驻有荣昌制
药、荣昌生物、迈百瑞生物和同济
大学烟台生命科学院四个单位。

会上，烟台开发区工委宣传部
副部长王林，烟台荣昌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威东，烟台荣昌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烟台荣昌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健，荣昌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科
学家、迈百瑞国际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CEO房健民，烟台迈百
瑞国际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裁梁其斌出席此次会议。

王威东介绍，2011年1月9日，
同济大学、开发区管委、烟台荣昌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在
荣昌生物医药园区内，以烟台荣
昌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载体，共
同建设“生物新药创制联合平台
及开发基地”。

地震期间烟台

无赴尼旅游团

同济大学

在开发区建药谷

本报4月2 6日讯 4月25

日，夜明珠展在东方文化市场
隆重开幕，欢快的秧歌让现场
持续升温，由于恰逢周末，排队
观看夜明珠的、到“双休日文玩
集市”淘宝贝的、抢拍书画的，
皆会聚于此，一场文化盛宴就
此展开。

夜明珠，大部分人听过但
未曾谋面的稀世珍宝，在人们
的印象里一直笼罩着神秘的气
息，它采撷日月之光芒，融合万
物之精华，拥有深厚的历史底
蕴和文化内涵，令人无比向往。

25日，直径1 . 68米，重达8吨
的夜明珠来到港城，让烟台市
民有机会一睹它的光彩。众多
市民慕名而来，“以前只是听说
过夜明珠，这次终于可以看到
实物了。”在夜明珠观赏区，排
队等候的李先生激动不已。

在夜明珠展览间，偌大的
夜明珠让现场所有人惊叹不
已。所有灯光全部熄灭后，夜明
珠的光泽由黄绿色变成了柔和
的绿色，晶莹的光泽在黑暗中
显得非常神秘。

观赏完夜明珠，不少市民
闻声来到书画展创作及拍卖现
场。鸡西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门家夫，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刘重阳，山东省书刻艺术家
协会副秘书长刘建鹏，山东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姜惊涛，山东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刘志方现场
创作，迅速引来众多人围观欣
赏。一边书画，一边拍卖，一切
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竞拍
者来说，收获一幅自己喜爱的
画作是件难得的大喜事。

当然，偏爱文玩的市民会
选择在“双休日文玩集市”上逛
一逛，这里面可藏着不少宝贝
呢，奇石、核桃、珠串、树根、砚

台等，应有尽有，就看你中意哪
款，眼力如何了。

置身于这个文化大观园
中，竟流连忘返。如果您也想在
这场文化盛宴中陶冶自己，淘
件喜爱的文玩宝物，不妨来看
一看，淘一淘，说不定会有惊
喜。据了解，夜明珠展还将持
续，想一睹它神秘色彩的朋友
可以前来观赏。

乘车路线：市区内乘10、15、
21、22、28、35、45、48、49、82路车直
达；乘8、16、41、47路车到方圆商
场站下车向西300米即可。

夜明珠展在东方文化市场隆重开幕
书画创作及拍卖、“双休日文玩集市”齐聚，吸引人潮

四部门联合推进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工作常态化

基基地地((场场馆馆))面面向向全全市市征征集集

第四届烟台大学建造节
暨纸板建筑设计建造竞赛26

日在烟台大学建筑学院建筑
馆举行。19栋形态不一、风格
各异的“街头休憩所”是大学
生们在近两天时间内打造
的，不仅结构稳定，防雨、通
风，还能满足站、坐、躺、卧等
要求。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实
习生 王峰 摄影报道

纸板筑起

“街头休憩所”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李
楠楠) 日前，市教育局与文明
办、文广新局、旅游局四部门决
定联合推进全市中小学生“社
会大课堂”工作常态化。目前正
在进行合作基地(场馆)的征集
中。相关基地场馆可积极申报。

本次征集的基地场馆分
“对学生家长全免费 ( A类场
馆)”和“对学生免费但对陪同
家长适当优惠收费(B类场馆)”
两种情况。凡全市各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综合实践教育基
地、科普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
地、国防教育基地、质量教育基
地、名胜古迹、文博基地(含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环保
节能教育基地、重大工程、驻烟
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事业单
位、社区以及其他历史文化自
然资源基地或场馆，均可申报。

资源基地采取自主申报和
主管部门推荐两种办法，不限
单位性质，符合条件并有意向

的单位可于5月6日前到“烟台
教育”官方网站首页的“公告
栏”处下载并填报申报表。各市
级部门的直属场馆可向其主管
部门或经请示主管部门同意后
直接向市教育局提出申请。各
县市区及其他单位可按属地管
理原则，向所在县市区教育主
管部门提出申请统一申报。相
关材料由市“社会大课堂”工作
推进小组办公室审核后将在当
地主要媒体上集中公布当年的

“社会大课堂”资源基地场馆名
单。

本次“社会大课堂”资源基
地(场馆)的活动时间：自2015年
6月起全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
堂”活动改为长年常态运行。一
个周期至少为一年。教育部门
每年5月份会对申请参加的基
地场馆进行一次集中征集认
定，并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布
新一年度合作基地名单及常规
退出基地名单。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李楠
楠) 记者从驻烟高校获悉，烟
大、鲁大以及山工商等三所公办
高校图书馆图书资源面向社会
开放，市民办张借阅卡就能去读
书、借书，高校图书馆不再只是
墙内风景。

除了滨州医学院外，烟台
大学、鲁东大学和山东工商学
院三所大学的图书馆均对校外
读者开放。市民只要办张借阅
卡就能去读书、借书。

其中，烟大图书馆规定校
外读者持身份证办理图书证，

每证押金200元，每年服务费
100元，每次可借中文图书4册。
鲁大图书馆使用校园一卡通，
校外读者可去学校北区二号办
公楼一楼一卡通管理办公室领
一张申请表，填写后到图书馆
四楼交2 0 0元押金和1 0 0元年

费，办理一张校园卡即可。
山东工商学院规定，临时

借阅的读者可凭单位介绍信、
本人有效证件和图书馆二楼办
公室开具的证明借3册书。长期
借阅的校外读者可办理一张校
园卡，既可借书，也可阅览。

办办张张卡卡就就能能去去高高校校图图书书馆馆借借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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