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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道

北京时间1月2日，正在卡塔尔备

战8日亚洲杯首战的中国男足与伊拉

克队进行了一场封闭教学赛。在赛前，

国足通过官方微博辟谣， 称此前有媒

体报道的国足身着“十万元西服”、入

住“超豪华酒店”都是假消息，并对编

造虚假新闻的媒体表示了遗憾， 希望

媒体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这已是进入新年以来，国足连续3次通

过微博辟谣。

国足官方微博称，“我们入住的多

哈洲际酒店为五星级酒店， 为大会指

定酒店，同组的科威特、卡塔尔和乌兹

别克均住该酒店。 所有费用均为亚足

联和组委会负责。”

对于国足的澄清， 著名足球评论

员黄健翔也第一时间回复，称“必要的

说明。”正在卡塔尔的央视足球评论员

贺炜也力挺国足， 他在微博中表示：

“国家队出征西服一套10万？我不知道

这个消息最先是从哪里出来的， 这名

始作俑者要不就是只穿顶级定制服

装，要不就是从没穿过好衣服，我个人

更倾向于后者。弄身好看帅气的衣服，

队员心里精气神也会格外清朗， 何乐

而不为？” ■申雯

微博是个好玩意

国足用来“晒衣服”

大史用来“扒裤子”

1月3日（周一）

10:00�开拓者 -�火箭 新浪

10:30�湖人 -�灰熊 CCTV5

1月4日（周二）

05:00��赫塔菲 -�皇马 CSPN

10:00�掘金 -�火箭 CCTV5�

新播客

日前，女排国手马蕴雯在微博里贴出自己和刘翔蜡像的合影。史冬鹏看到

照片后，在微博上对马蕴雯说：“我也跟这个蜡像拍照了，但是我比你的姿势更

好看。”他随即贴出与刘翔蜡像的合影：他用手往下扒刘翔蜡像的裤子，夸张地

张大嘴巴。网友纷纷评价“大史扒光刘翔你就是国宝”，“大史你太坏了”……

得知此事后，刘翔回应道要“报复”大史。 ■李戈

网友说“大史太坏了”

日前，姚明带着父母、妻女一同

亲临火箭主场，观看火箭与猛龙队的

比赛。期间，姚明遇到了火箭昔日巨

星奥拉朱旺， 姚明告诉奥拉朱旺他

现在不会考虑退役，而是打算全力治

疗脚伤，争取尽快重返赛场。

奥拉朱旺表示，他非常希望看到

姚明归来，而姚明也向前辈保证他会

做出“最大的努力”。

而曾经亲手以状元签位将姚明

带到队中的前火箭总经理道森则证

实，“他会再试一次，他也在说，他会

做手术再次试一下。”

■王强

姚明说他暂不退役

伯乐道森证实将手术治疗

▲国足阵

中唯一的

海归蒿俊

闵。

▲

史东鹏

的 恶 搞

“杰作”。

1月2日

骑士 91∶100 公牛

黄蜂 92∶81 奇才

勇士 107∶114 热火

篮网 88∶103 森林狼

雷霆 74∶101 马刺

国王 86∶104 掘金

小牛 87∶99 雄鹿

灰熊 92∶98 爵士

战报

国足官方微博截图。

岳阳天力商城整体招租

天力商城地处岳阳市商业核心

区—泰和商业大市场中心。 是集

购物中心、商品批发零售、休闲

娱乐、信息发布于一体的发布地。

总建筑面积 18226m

2

。 地面三层，

地下一层。 可整体或分层整层招

租。 招租热线：13975052901 高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传真：84464801 QQ：602058576

广告类 35元/行起 公告声明类 40元/行起 每行 13个 6号字（多行按此推算）

每日信息同步在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刊登热线：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小小投入 大大回报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0731-84464801���13875895159

鲁花花生油、

坚果油系列

15874935096盖先生

0731-84413678

山东鲁花集团长沙分公司

诚招湖南各地、州、市、县经销商

Tel:

二类汽修厂诚聘

冷作、油漆、机修、大中小工，待遇

从优。 工作地汨罗 13787999548

求购大米 18602767606

武钢〈集团〉钢城快餐食品公司常

年求购大米、菜粕 027-86893647

转让 出租

干洗设备 钢结构

天鸿钢构

浙江名企〈壹级资质〉，专业设计、

制作、安装钢结构工程。 15116466677

神奇变牌器

售透视镜不限光扑克、四口麻将机。

长沙火车站凯旋国际。 13507434677

授牌技

万发

83995897

搬家搬货 空调拆装

南宁卡赛 手工外发

现有大量手工外发，免收定金、押

金，并可预付 10%-40%加工费，

欢迎前来考察、洽谈。（本广告长

期有效） 免费电话：4000999085

公司网址： www.nnksmy.com

招生 招聘

5 万元创业当老板，健

康产业加盟 18971113158

聘

全省招商

收入丰厚

13808489611

诚聘男女公关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财运来

搬家 回收

娱乐设备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15111152628

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各种高科技。火车

站天佑大厦 2014室，包学包会！

13677381163

千顺牌具

最新 0.1秒多功能报牌仪适合任何

扑克玩法即买即用。 上门装麻将机

智能程序低价眼镜扑克麻将字牌等授牌

技。 火车站出站口万怡酒店 3楼 8331

大赢家

新一代扑克筒子牌九单人操作，

无条件限制乱丢乱放， 另有特价眼

镜、变牌器、白光牌。 长沙火车站三九

楚云大酒店 407 房 13873193166

信用卡发放员、证券经理助

理、司机。 18973127561雷

聘

内外勤人员 25—45岁，月薪

高福利全双休 13548706846

聘

万利

搬家货运搬钢琴移空调

专

业

84812200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律师 调查

驾 校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

驾培行业“质量信誉” 排行第

一。 学员报名，上门接送。 一人

一车，计时训练，随到随学。

红旗区 85360001上大垅 84515757

总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8８８８５２８８

猎鹰驾校

工商代办 82284857

速办特惠工商 82147786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理财 代办

13507456730

好运牌具

厂价直销多功能语音报牌仪， 专业

安装四口麻将机，各种实战牌具，授

牌技。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房

鬼手三哥

无需任何道具纯手法授独门绝

技 1秒开牌即变，变后不多牌不

重复，百人围观无破绽。 低售各

类新奇实战牌具 15974254388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3077312000

交友 声讯

佳丽之约

18774929942

大学生模特白领

公 告

养猪不如养竹鼠

一、饲料成本低：主吃竹子、玉米杆、甘蔗等粗纤维植物。

二、劳动强度低：一人可饲养 600只-800只。

三、经济效益高：目前市场上竹鼠（活体）每公斤 140-220元。一只三斤

左右的竹鼠可卖到 210-300元，而饲料成本仅不到 20元。

四、繁殖率高，一对成年竹鼠年产仔可达 10-20只，易饲养，设施简单，

饲养技术易学，规模化养殖，年利可达 100万。 只要有闲置的房屋、猪圈、地

下室、或废弃的学校、厂房、仓库都可饲养。 是一个新兴的富民项目。

五、物以稀为贵，民以食为天。 竹鼠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由于人

工滥挖滥捕，野生竹鼠日益稀少，价格不断上涨，为了保护野生物种，国家

鼓励人工养殖，但很多养殖户苦于不懂养殖技术，现在我公司组织专家教

授传授竹鼠人工养殖技术，并可在我公司竹鼠繁养基地实地学习。

湖南金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长沙马坡岭<隆平高科技园>省农科院

乘车路线：长沙火车站乘 110路公交车到省农科院下即到

详情咨询：0731-84824548、15211056955、13037320753 杨小姐、郭老师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500m

2

干洗机水洗机联展，700m

2

免费干洗培训中心， 洗衣专家指

导开店。 上海星航设备厂家直销。

干洗要发财就开英格莱

www.hngxw.com 长沙市九尾冲 0731-84492109

急聘银行客户代表

业务员、文职人员。 月薪 4500以上+

奖金+全面福利。 13973180374王经理

收

家电

具器

82510017

酒

店

用

品

含浦大型量贩 KTV转让

高校密集区客稳设备齐装修新证照全

15575967484、13469088899

我省首家珠宝工艺礼品厂

诚招

代理

湖湘特色礼品 0731-87817989

定制批零各类开业会务·家居风水

遗失声明

长沙景润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09

年 9 月 16 日核发的长沙市食品流通

许可证文书（临时）长雨工商食许决临字

[2009]4301110033号，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侯宜金， 男，42 岁，江

苏省睢宁县邱集镇大

余村人， 身份证号：

320324680817061。

于 2008 年 3 月离家至

今未归，如有知其下落

或提供线索者，经确认

后给予 3000元致谢。 联系人：侯

宜太，电话：13375369886

思远维修中心招聘

厂长、机修、板金、美容师傅、洗车工

及学徒数名。 电话：13507429333 李

铁马驾校

成立八周年优惠报名从 12 月 18 日至

2011 年 2 月 8 日， 马栏山：84256158

84258746、84259778望月湖：84431978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招

客服专员

QQ： 1486496459

平台好、上手快、有底薪、高提成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纳才热线：

84464501、15974200300

认尸启事

无名氏， 女，30 岁，

智力残疾，姓名地址

不详，身高 1.65 米，

无明显面部特征，于

2010 年 12 月 26 日

因病在医院救治无

效死亡，现发布认尸启事，望其家

属和知情人在登报之日起七日内

速与我站联系。 逾期我们将按有

关规定处理。

电话：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1年 1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