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校园

“被人流”

湖南隆回县人民医院医生尹剑锋业余时间特别喜欢音乐，2010 年 6 月，

他买回音响、乐器，组织 3 名爱好文艺的青年成立了本土乐队。每天傍晚，乐

队都前往休闲场所义务演出，同时，免费为观众现场伴奏，受到工薪阶层和

农民工的欢迎。 图为乐队在县城广场演出。 罗理力 摄影报道

美白面膜巧制作

俗语说“一白遮三丑”，许多女孩

子都很希望敷面膜能让自己长得更白

一点， 但是外面买的面膜含有太多化

学物质， 如何自己制作既安全又有效

的美白面膜呢？

【邻里来帮忙】

制作面膜其实很简单， 日常用的

东西都可以成为原材料， 下面是读者

朋友提供的一些方法：

1、蜂蜜珍珠粉面膜：将蜂蜜和珍

珠粉充分混合， 注意蜂蜜不要倒得过

多，调成糊状即可。 使用前，先用热毛

巾敷脸， 然后再把调好的面膜均匀地

涂在脸上，20 分钟后清洗干净， 立刻

可以感受到皮肤变得光滑、嫩白。

（长沙市 米女士）

2、甜酒酿美白法：甜酒酿是蒸熟

的糯米拌上酒酵发酵而成的一种甜米

酒。甜酒酿倒在一个干净的容器里，将

米压碎一点， 然后就可以把面膜纸放

进容器里吸足够量的酒酿， 在脸上敷

8-10 分钟， 然后用清水洗一下脸,再

进行正常护理即可。

（益阳市 洪女士）

3、醋蛋液美白：取新鲜鸡蛋 1 枚，

洗净揩干， 加入 500 毫升优质醋中浸

泡 1个月。当蛋壳溶解于醋液中之后，

取一小汤匙溶液掺入一杯开水， 搅拌

后服用，每天一杯。 长期服用醋蛋液，

能使皮肤光滑细腻， 扫除面部所有黑

斑。 （郴州市 梁女士）

下期主题：茶叶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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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郭筱洁

◆热线电话：0731-84326210

山西明康医院联合中国中医药研究院： 中国中医

生物分子研究所，中科院、医学研究院。 通过基因学、遗

传学、血液学等各个学科，经多年联合研究、临床与实

践， 利用世界尖端生物提纯技术研制出针对血型治疗

皮肤顽癣的新一代特效药物， 从血液治疗药效通过脏

腑吸收，直达血液，消除病因病毒、修复皮肤损伤，改善

细胞活力，激活细胞组织再生能力，从而达到彻底治愈

之目的。 该药经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各大医院临床

验证有效率和治愈率高。患者服药 5-10 天症状明显改

善，三个疗程即可治愈，不易复发。 杜绝以往治疗——

复发———再治疗———再复发的恶性循环。

经权威部门认证，该药物系列四大特点。

1、 纯中药经生物酶解技术萃取后易吸收， 见效

快， 对致病基因迅速彻底， 治疗是普通中药的 30 倍

以上。

2、 靶向性强， 药力集中， 即清除体内病毒， 又

破坏病毒基因， 调整因长期使用激素药物而导致人体

细胞代谢絮乱， 使机体表面皮肤在短期内恢复正常。

3、 富含多种活性因子和天然生物免疫因子， 可

直接穿透病毒细胞， 有效清除病灶， 增强和抗复发免

疫因子的 EH 活性成份， 能在体内复制产生新的免疫

物质； 改善肌肤微循环， 修复受损皮肤组织； 增强抵

抗力和免疫力。

4、 纯天然药物绿色药物， 无毒副作用。

我院为了让更多皮肤顽癣患者切身体验， 针对血

型的神奇疗效， 只需来信写清病情必需注明血型及详

细地址、邮编（字体要工整），我院免费将根据病情血型

给您寄一个疗程药物， 待您对疗效认可后， 再继续治

疗即可。 如有不明之处， 请垂询 24 小时值班热线。

专家热线：

0351-3077571

联系人：王教授 赵大夫

地址：太原市东华门 18 号明康医院;王凤莲（收）

邮编：030013

晋医广证字：2011-0228-079号

一次性针对血型 治疗皮肤顽癣 病好再付款

山西太原市中医研究院和国内中医药界权威专家为首的科研

组，采中药之精髓，汇天然海洋生物精华，将几十种对症的名贵海洋

生物精华和中草药精心配伍，黄金组方。十年磨一剑，独创“黄金基

因生物疗法”采用国际最新纳米萃取制药技术-“万能平喘因子”与

内蒙古佰胜药业有限公司合作，成功研制出新一代治喘良药“百

日消喘丸” 专业治疗咳嗽多痰、哮喘、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肺心

病、肺气肿、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矽肺、尘肺、支气管炎扩张。 是

目前国内治疗气管炎、哮喘的首选药品。 一般患者服用 5-8天即有

明显效果，连续服用 3-4个疗程即可治好，终身不复发。

为了让患者能尽快治疗，早日康复，外地路远不便来诊者，

只需写信或发短信，写清姓名、年龄、电话、详细地址、病情、症

状，我院收到后将免费为患者邮寄一疗程（20 天）价值 210 元

的试用药和康复手册，待您服药后感觉效果明显，说明药物对

症，治愈有望，可直接联系进一步治疗。

详情请拨打全国免费咨询热线：400-653-0388

24小时专家热线：0351-8533575� � � �手机短信平台：13453170618

邮寄地址：山西太原市漪兴街 88号中医研究院 张亚楠（收）

邮编：030027� � � � � � � � � � � �本广告长期有效 诚招各地代理

《黄金基因生物疗法》彻底治疗气管炎、哮喘 终身不咳喘

国药“百日消喘丸”创医学新奇迹 因为效果出众 才敢免费试用

欲知效果好不好 免费体验看疗效

晋医广证字：2011-0222-062号

“凭学生证享受普通无痛人流

套餐价 460 元。” 近日， 湖南工业大

学的王同学在株洲市中心广场地下

通道收到一本株洲安贞妇科医院的

杂志， 封面和封底打出上述广告，

让她真是哭笑不得。 而这并不是个

别现象， 在中南大学铁道学院、 林

科大等高校附近， 记者也发现了各

种各样针对学生人群的人流广告。

“意外怀孕不用愁， XX 医院帮

助您， 寒 （暑） 假更有优惠……”

“意外怀孕请来 XX 医院， 学生来更

有优惠……” 对于学校附近出现这

样的明目张胆的人流宣传， 不少同

学觉得自己被广告了， 被别人当成

人流广告受众的感觉很不好。 中南

林科大的吴同学对此颇有不满：

“即便现在社会比以前开放了， 这种

广告也不该出现在校园周边！”

据记者调查， 人流广告以传单、

卡片、 留言等方式进入大学校园目

前已不再是新鲜事， 电视、 报纸等

传统媒体上出现的各色人流广告，

都或明或暗地把目标受众定为学生。

这样的广告到底是否合法？ 对此，

记者特地走访了湖南省工商局。 工

作人员表示， 据 《医疗广告管理办

法》 第六条规定， 医疗广告内容仅

限于以下项目： （一） 医疗机构第

一名称； （二） 医疗机构地址；

（三） 所有制形式； （四） 医疗机构

类别； （五） 诊疗科目； （六） 床

位数； （七） 接诊时间； （八） 联

系电话。 而人流广告单从广告内容

来看， 很难说违反了医疗广告相关

的禁止性规定， 法律并无明文规定

人流手术不能针对学生。 但从公序

良俗方面看， 放大学生做人流这一

事实， 这样的广告给人不良的刺激

和影响。 从家长角度看， 会觉得难

以接受， 甚至觉得广告有诱导之嫌。

有专家指出，人流广告对还没进

入社会而缺乏自制力的年轻人的轻

率举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过

度的广告宣传给了年轻人一种心理

暗示， 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人的性意

识， 也误导了年轻人的性行为观，这

种频繁入侵校园的人流广告对年轻

人的性教育有弊无利。 不少家长表

示，以传单、卡片、宣传画为载体且频

繁入侵校园的人流广告造成的负面

社会影响同样是不容小觑的，政府有

关部门有必要与校方形成联动，还原

校园的健康学习生活面貌。

湖南省心理学会心理专家熊敏

辉说， 近年来大学女生堕胎的新闻

屡屡见诸媒体， 人流广告恰恰也借

此寻找商机。 她建议社会、 学校、

家庭在逐步将性教育落到实处的同

时， 不要忽略学生的个体心理状态。

在校大学生即便拥有成熟的生理年

龄， 但其心理年龄显然还没有与社

会完成接轨的。 另外， 即使真有意

外发生， 也不能听信各种传单广告

的宣传， 建议找具备正规医疗资格

的大医院进行手术。

本报讯 （记者

刘凯洋） 清明节将

近， 长沙市殡葬事业

管理处已经做好了今

年清明的预案， 并规

定今年清明各墓全部

禁燃鞭炮。

今年， 在长沙市

殡葬事业管理处下属

的各墓区都将开展

“禁燃鞭炮” 的文明

劝导和鲜花换鞭炮活

动。 各墓区均设立了

禁燃工作点， 安排了

禁燃工作人员， 希望

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工

作人员， 抛弃陋习，

文明祭扫。

他们同时提醒市

民， 依据往年的经

验， 为了避开祭扫高

峰， 市民最好选择提

前祭扫， 也可以采取网上祭

扫、 鲜花祭扫等文明祭扫方

式， 让爱的关怀以文明的形式

延续。

去年清明节， 到长沙各墓

区祭扫的群众达 17 万人， 车

辆 6 万台次， 预计今年将超

过这个数字。 目前长沙市殡

葬事业管理处已制定 《清明

维稳与处置突发事件工作方

案》， 决定清明期间的交通疏

导将实行人车分流， 还将增

设服务窗口、 流动厕所， 设

立急救药品供应点以及老弱

病残休息站等。

岳阳市辖区城市低保 3 月份起提

至 300 元 农村低保保障线从每人每

月 110 元提高到 135 元； 各县市参照

市辖区标准， 将城市低保线提高到

250 元以上、 农村低保线提高到 110

元以上； 农村五保分散供养对象年人

均供养标准达到 1500 元以上。 全市

各县（市） 区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对象

年人均达到 3000元以上。

（陈帅 周小平）

衡阳市缉毒破案名列全省第一

据悉， 2010 年 11 月 1 日以来， 该市

共破获毒品案件 220 起， 缴获各类毒

品共 15676.89 克， 刑事拘留犯罪嫌

疑人 242 名， 逮捕犯罪嫌疑人 148

名。 （姚永军 何晶明）

张家界武陵源区工商分局查获假

冒食盐 在该区中湖乡、 天子山镇查

获假盐 917 袋， 合计 458.5 公斤。 并

侦讯获悉， 永定区教字垭李某是假盐

的主要货源， 2011 年至今已累计销

售近 9 吨假盐。 （李振铭）

本报记者 刘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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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为音乐狂

本报讯 （记者 刘凯洋）近日，长

沙市工商局与长沙市食安办等部门联

合向媒体通报了近期抽检情况， 结果

显示长沙未发现“瘦肉精”猪肉，各品

牌均顺利过关。

市食安办、 市工商局等监管部门

对长沙市生猪及猪肉产品市场进行了

排查。 仅工商系统就出动执法人员

1765 人次、检查鲜肉经营户 4513 家，

检查集贸市场 89 个，此外，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还排查了 1139 个生猪饲养

场（户），检查覆盖生猪 15 万多头，对

全市生猪饲养、屠宰、生产加工、肉品

流通环节进行了严格的监管。

据悉，长沙此次抽检猪肉及制品共

计 370批次（其中含双汇品牌样品 53

批次），结果均未检出“瘦肉精”；抽取饲

养场生猪尿样 1872批次， 屠宰场宰前

生猪尿样 317 批次，结果均为阴性（即

不含“瘦肉精”）。市政府副秘书长、食安

办主任黄吉邦介绍说：“长沙市场的猪

肉检验合格，市民食用没有问题。 ”

长沙猪肉市场未检出“瘦肉精”

□记者观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