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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于药师“五香”联用

治口臭长春于药师

有绝招， 只需一粒豆大

黑丸， 含 30秒吞下，当

场清新口气，15 日彻底

除口臭， 部分人身体还

会散发淡香。 这

神奇药丸正在

长春口臭患者

中流行。

于鑑衡 ，

国家执业药师，他总结现代人由于思虑过度、着急

上火、过食肥甘，生活不规律等原因，使体内阴阳

失衡，浊气过盛，上逆外溢，就形成口臭或体臭，如

不及时调理，浊气侵淫脏腑，会引发多种疾病。 于

药师根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五香丸，治

口及身臭……常含一丸如大豆，咽汁，日三夜一，

五日口香，十日体香，二七日衣被香（摘自 1999年

版《备急千金要方》198页），结合现代人口臭病因，

以丁香、藿香、零陵香、青木香、甘松香五种天赋异

香之草药，辅以当归、槟榔、豆蔻、白芷、黄连秘炼

成丸，共奏升清降浊之功，“五香”化“五浊”（五浊

即口浊：口腔炎症、溃疡，牙渍臭；胃浊：脾胃伏火，

积食；肠浊：肠燥便秘；肝浊：肝火旺；体浊：体臭），

治口臭百发百中。 每

次含 30秒，用所化津

液漱口吞丸，当场祛

口臭，3 日后口气清

新，胃不胀不酸，口腔

溃 疡 消

失 ，15 日

大 便 通

畅、口臭、

牙渍臭彻

底消失， 对各种原因造成的口干口苦口臭均有疗

效，老人孩子皆可服用。

于药师深知口臭之苦， 遂将该方报请国

家批准生产， 国家批准命名为“于药师五香

丸”。 于药师一生与药为伍，生平所愿既是让

人药到病除，同时出于自信，他承诺，按疗程

购买五香丸，均可获赠 1 盒，服用无效全额退

款！ 患者可拨打 0731-82033306 咨询送货或

到 长 沙 市 星 城 大 药 房 （东 塘 百 幸 鞋 城

旁）、 平和堂药号（五一店 、东塘店）、河西

通程新一佳药号 、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 、株

洲平和堂药号购买 。

（省内各地市县可邮购，货到付款）

含30秒吞下去

口苦口臭不见了

云 南 西 双

版纳有位乡村

医生， 人称赤

脚 张 大 仙 ， 有

一偏方治失眠

百 试 百 灵 ， 省

城很多人都慕名去求药。

赤脚张大仙原名张宁禄， 当年知青下

乡到西双版纳，由于生活的巨大变化，他患

上了严重失眠，每晚翻来覆去最多能睡 2、

3 个小时，长期失眠，他变的消瘦，抑郁烦

躁。 幸好他家世代行医，他也略通医术，就

开始自行配药， 经过几年专研， 终得一奇

方：采当地野生灵芝，用鲜牛奶浸泡，阴干

后与天麻 、松花粉同碾成末 ，每晚用温

牛奶送服，仅用 3 天，睡眠时间明显延

长，连服一个月 ，轻松入睡 ，一觉睡足

8 小时，头痛 、抑郁 、记忆力减退等全

部消失。 因此当地人称他为张大仙。

为让更多患者受益，赤脚张将此方无偿

捐献给国家， 经相关科研部门研究证实，方

中“牛奶与灵

芝” 能生成一

种 多 肽 氨 基

酸， 能濡养神

经， 降低大脑

皮层兴奋度，

恢复神经自我调节功能， 从根本上解决失

眠。

武汉名实生物科技在原方基础上优化

改良，并利用美国生物技术提纯，浓缩药效，

国家将其命名为“怡睡方”，同时获得国家专

利（专利号 200710052923.1，患者可登陆国

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www.sipo.gov.cn 查询）。

多数患者服用当日即可明显感觉睡眠质量

提高，2疗程告别失眠，极少反复。

患者可拨打 0731-82033236 咨询送

货，或到长沙市星城大药房（东塘百幸鞋城

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河西

通程新一佳药号、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株

洲平和堂药号购买。

（省内各地市县可邮购，货到付款）

赤脚医生偏方成专利

专治睡不着

长沙陈女士1月6日来电： 我在长沙

五一广场壹号公馆买了房， 按政府的新

规定只要交2%的契税，他们却收了我4%，

多收了1万多元钱呢。

投诉：多收了2个点契税

2010年12月29日， 陈女士在五一广

场壹号公馆订购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房

子，房子总价超过50万元，这是陈女士在

长沙购买的第二套房， 工作人员向她收

取4%的契税款。交钱后的陈女士觉得不

对劲，特地到长沙市房产局了解情况，得

到的答复是：以她的情况，只要收取2%

的契税就行了。

对此， 售楼员称， 现在政策还不明

确，如果政府只收2个点的契税，到时候

再退钱。“政府公布的政策， 为什么开发

商说‘不明确’。”陈女士介绍，这次共有

100多名业主在该楼盘购房， 大多按4%

收取的契税。

调查：楼盘契税收取标准不一

今天上午，壹号公馆楼盘售楼部，一

名王经理向记者证实， 确实向购房业主

收取了4%的契税。“如果我们多收了契

税，大概1个多月时间，肯定会退还。”

记者随后拨打了恒大长沙城、 金科

东方王谢、长房时代城等楼盘，得到的答

复各异， 不少售楼员表示，“之所以多收

契税是怕政策有变， 开发商担心要自己

垫钱给业主交契税。”

答复：请开发企业对照新规执行

“90平方米以上144平方米以下的，

不论是第几套房， 契税都按照2%收取。”

今天下午，记者从长沙市地税局了解到，

长沙市房地产税费新规定已于今年1月1

日起执行：

购买首套普通住房， 面积90平方米

以下的（含经适房、拆迁安置房等政策性

房），按1%税率征收契税；

购买91—144平方米住房，不论是第

几套，以及90平方米以下的非首套房，均

按2%征收契税；

购买144平方米以上住房或非住宅，

不论是第几套房，按4%征收契税。

所以， 陈女士购买的房子虽然在90

平方米以下， 但是是非首套房， 对照新

规，应按照2%税率来收取契税。

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发商应严格按

照该规定收取契税， 如果多收了契税应

及时退还。 购房者如发现开发商多收契

税不肯退，可以向税务部门投诉举报。

■记者 王文 实习生 张懿

本报1月6日讯 昨晚8时许，长沙市开福区

中山路广茂网吧发生一起恶性群殴事件，被害

人身上7处被刀砍至重伤，群殴原因却是“QQ”

被改。

昨晚，在中建二局搞建筑的李必洋和同事

一起在广茂网吧上网，离开时忘了将QQ关闭。

8时许，李必洋回来继续上网，发现自己的QQ

名和个性签名均被人改成了粗话，小李马上调

取上网记录，发现有陌生人动了他的QQ。

“那人就在网吧里，我看他不认错，就打了

他一耳光，网吧老板过来劝架，我们就来到了

下面超市门口， 谁知他喊来五六个人帮忙，他

们个个手拿钢管，他还在超市里买了一把刀。”

小李举起受伤的手对记者说，“对方用啤酒瓶

砸我的头，还用刀刺我脖子，还好我用右手挡

住了。”伤人者当场逃跑，民警正在调查。

医生介绍，小李右手食指到小指的四个指

头肌腱被砍断了，如果恢复得不好，右手基本

就残废了。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谭俊

第二套小户型契税4%？收多了

长沙出台新规：91—144m

2

住房无论套数契税都是2%

1月6日，长沙市五一广场附近，正在施工中的壹号公馆楼盘。 记者 田超 实习生 陈杰 摄

从今年1月1日起，长沙将对二手房交易加收重税，二手房交易不仅不退契税，还要

加收1到4个点的契税，企事业单位二手房交易要全额征收营业税。这是记者从长沙市

地税局了解到的。具体规定是：企事业单位二手房（住宅和非住宅）交易（房改售房、拆

迁安置返还等政策性住房处置除外），按5.575%税率全额征收营业税及附加，由转让方

缴纳。符合减免政策的，由房屋登记机关受理核价打单后，由当事人到芙蓉区地税局

“二税办”办理相关减免手续。此前，企事业单位二手房交易不用征收营业税。

■记者 王文 实习生 张懿

相关政策

企事业单位二手房交易全额征收营业税

QQ被改动引起群殴

上网小伙身中7刀

事发地点在长沙县泉塘安置小区

A区1栋3单元605房。 上午9时30分许，

顺着湿漉漉的楼梯走上6楼，605的防

盗门已被撬开，几名消防员正在现场勘

测，屋内一片狼藉。

一名家属介绍， 死者名叫袁艳红，

今年48岁，全家租住在此已有3年时间，

丈夫杨国伟长期在娄底打工，家中只有

女儿与袁做伴。

最先发现火情的是彭女士的妹妹。

6日凌晨2时许，当时小彭正在上网，“我

家电源总开关‘砰’地一响，随后发出几

声爆响，打开门一看，605的门缝里冒烟

出来，好像听到有人喊救命。”

“起火啦，快点救火啊……”小彭扯

开嗓门大喊起来。敲门、提水，拨打119，

大伙分头忙开了。

然而，605的房门始终无人来应，小

彭猜测袁艳红可能是被困在卧室内了。

几个身强力壮的中年男子拿来铁

锤，十多分钟后，房门终于开了。“现场

好吓人啊，门一开，浓烟直往外蹿，我们

根本进不了屋。”

“快打开消防栓。” 大伙赶紧行动，

结果———“消防栓打开了， 可一滴水都

不出，水枪、水带也没有。”没办法，只能

干等消防队员。小彭说，消防队员在附

近转了几圈才找到地方，花了半个小时

将大火完全扑灭。

凌晨3时， 消防队员将袁艳红的遗

体抬下了楼。“她身体表皮呈红色，估计

是窒息而死。”小彭遗憾地说。

（张先生提供线索，奖励50元）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董苏雪

整栋楼的消防栓都没水

48岁女邻居凌晨被大火“困”死

长沙县张先生1月6日来电：我是星

沙泉塘安置小区的住户，我家楼上凌晨

起火了，一个老邻居被活活烧死，造孽

啊。

1月6日上午，星沙泉塘小区，起火单元每一层的消防龙头打开后都没有水

流出。 记者 田超 实习生 陈杰 摄

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