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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帮手

长沙楚雅医院

湘雅附二、附三合作医院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米）

专

治

病毒疣·疱疹

顽固·复发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震撼问世，一次性治好

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

菜花、肉芽状增生物。 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

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

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

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 DNA 生物分子定

型定量检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

高、低危型病毒和类型、数量及复发原因。运用科研新成果，

可一次性靶向杀死神经节、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数小

时内患者可亲眼目睹毒素排出体外， 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

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自身免疫系统，并产生抗体。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特别针对：长期采用常

规保守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

上海、昆明等十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此疗法

湖南省楚雅医院独家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郑重

承诺

无论疣体大小、轻重，均能一

次性治好。 个别患者偶有复

发，一律免费治好，发放信誉

卡。 外地患者随治随走，为患

者保密。 节假日不休。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专家预约

0731-

84147922

中国湖南病毒疣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记者 陈月红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

村， 依依墟里烟……” 这是诗人陶渊明笔下

的田园生活，让无数人心生向往。生活在都

市的读者朋友，你也渴望过上这种恬静的田

园生活吗？如果想，机会来了，长沙市岳麓区

的董晓夫妇近日给本报打来电话称，想把距

离市区不远的乡下住宅免费给人住。

“乡下别墅”离市区其实很近

董晓家的乡下住宅位于岳麓区梅溪湖

街道中塘村。车子从枫林路，上骑龙路，10分

钟左右，就看到一个村子。

“就是这里，离市区不远吧，我开车慢，

从家里到枫林路也只要15分钟左右。” 董晓

笑着说。走进中塘村，山环水绕，一幢幢依山

连片而建的民居映入眼帘。在山脚下的一幢

宽敞的红砖民房前，董晓告诉记者，这就是

她家的乡下住宅。

红砖、石棉瓦，这是一幢两层高的民房，

建筑风格宛如四合院，旁边有一个几百平方

米的仓库。“整个这一块，占地面积有七八百

平方米，大小房间有7间，亲戚朋友都笑称这

是我家的乡下别墅。” 董晓说，这里本是娘家

的祖屋，2005年，他们花钱将这里修葺一新，

准备在这里经营农家乐，但后来她家在长沙

市区经营一家公司，就放弃了经营农家乐

的打算。

在这里可重拾农耕梦

在房子四周， 记者仔细打量了下，周

围绿树掩映,翠竹婆娑。“这里有我许多的

童年记忆。” 指着竹林，董晓说，小时候，一

到夏天，自己就常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在竹

林里吊上吊床，纳凉嬉戏。

正说着，房里出来一位老者，精神矍

铄。董晓介绍说，这是她公公，姓周，今年

78岁了。这几年来，平时就只老人独居在

此，但眼下，家里望城那边的房子也需要

老人回去照看。

“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自己种的菜。

在这里住久了，还真是有点不想回城。”周

先生高兴地带着记者去看他菜园里种的

各种菜， 边夸赞着山里的阳光山里的景。

在这里，每天清晨，他就会上山间散步，午

后再踩着泥土，伺弄菜畦。

愿把住房免费供人入住

董晓坦陈，他们夫妇曾想把房子租给

别人办厂，“也有好几个厂子的老板来看

过， 但他们担心这里会要拆迁。” 董晓说，

周围的村子都已经拆了，目前只有中塘村

还没被征收，虽然自己知道短期内村里不

会被征用，但也无法保证三年内不会，所以

房子就空了下来。

“后来我们一想，现在城里有不少人尤

其是些退休的老人，想到乡下来体验田园生

活， 我们不如把房免费给他们这些人住算

了，这里住上两三户人家不成问题。”

房里有床、 桌子等一些旧家具及生活用

品，董晓说，这些都可以供住的人使用。但她

希望，住在这里的人，一定要为人诚实、讲卫

生。读者朋友，如果你想去梅溪湖体验田园生

活，并想借住在董晓女士乡下的住房里，请拨

打本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报名。

伴山而居、喝山泉水、吃自种菜，离市区仅十多分钟的车程

白领夫妇请你免费入住“乡下别墅”

如果你想过田园生活，且诚实讲卫生，请拨84326110报名吧

本报1月6日讯 近日，在长沙打

工的四川人赵先生见工地上事不多

了，本想趁着春运还没开始，提前买车

票回家，没想到包工头迟迟不发工资。

眼看春节临近，他一天比一天心急，无

奈之下拨打长沙市司法局12348法律

服务热线寻求法律帮助。

无合同也可讨回工资

赵先生介绍， 他今年年初跟包工

头老乡来到长沙一建筑工地做水泥

工。因为是老乡，他与包工头、建筑公

司之间没有签任何合同， 只是口头约

定按天算工资， 也没有约定多久给一

次。

工作几个月了，眼看年关将近，工

程已接近尾声， 工地上不需要那么多

人了，赵先生去找包工头结算工钱，

但对方总是推脱，称“下次再给”。1

月5日，他致电长沙市司法局12348

法律服务热线咨询该如何讨回自己

的血汗钱。

“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一定

要收集证据，工作牌、出入证、考勤

表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长沙市司

法局12348热线刘雅俐律师说，像

赵先生这样没签合同想要讨回工资

的，同时还可以收集押金收据、工资

欠条结算单等， 在兑付拖欠工资的

时候， 这些证据能有力证明工资的

数额。

农民工欠薪可拨12333投诉

采访中，刘雅俐律师说，春节将

至， 近来12348法律服务热线也迎来了

农民工欠薪投诉的高峰。仅2010年12月

份，12348热线接待农民工欠薪电话咨

询及上门咨询就多达几百起，建筑行业

农民工欠薪问题尤为突出。

刘雅俐律师提醒，一旦出现欠薪纠

纷， 农民工可拨打12333劳动监察部门

投诉电话，或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 如果经济条件困难，

可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将获

得免费律师服务。

同时刘雅俐还特别提醒，在建筑行

业工作的农民工，如包工头没有获得相

关资质，可要求建筑企业承担连带支付

工资的义务。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黄露

没签劳动合同想讨回工资，咋办

律师：工作牌、工资单都能作证据，欠薪难讨可拔12333投诉

董女士正在向记者介绍她老家房子的情况。 傅聪 摄

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金霞小区居

民反映：小区里有200多户居民，大家已

经搬进去10个月，但一直没开通天然气，

居民平时生活很不方便。

记者核实报道：“拖是拖了一点时

间，但确实是有原因的。”金霞村支部书

记黄建国告诉记者，由于新奥燃气安装

要按计划安排， 加上每个楼栋都要核

对，制卡也需 要一个过程，时间确实拖

久了一点。“村里面一直在抓紧落实，施

工队目前已经到村里勘查施工了，快的

话 ，一个星期后居民就可以用上天然气

了。”黄建国说。 ■记者 曾力力

入住10个月了

小区还没通气

家住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胜利

村的黄女士1月5日来电：我们这里的

电压非常不稳定，电饭煲煮饭，两个

小时都不熟， 甚至连日光灯都开不

了。眼看着就要过年了，你们来帮我

们想想办法咯。

记者核实报道：黄女士家住长沙

市开福区四方坪胜利村九组，她告诉

记者：“前段时间，我女儿女婿来家吃

饭， 接到电话我就马上开始煮饭，我

是从4点开始煮的，结果到6点准备吃

饭时，发现饭都还没有熟。最后是全

家人到外面去吃的。”

见记者到来，周围的群众都围了

上来，一位六十来岁的骆娭毑说：“元

旦节时， 家里连电视机都打不开，一

家人就干坐着， 不知道该干啥。”随

后，骆娭毑领着我们来到厨房，打开

抽油烟机，记者发现，抽油烟机转得

都的很慢。

“一般到了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电压就非常低了， 连日光灯都开不

了，电火根本烤不了。现在我们都只

能烤煤炭火。” 打来热线的黄女士把

我们带到一位六十多岁的杨爹爹家，

杨爹爹对这个可是有说不完的话，

“以前只有夏天的时候才会出现电压

很低的情况， 冬天这还是头一次，我

们向供电局反映过无数次了，但一直

没得到改善。”

电饭煲两小时煮不熟饭

开福区胜利村被电压问题困扰，社区承诺尽快解决

就此情况，记者找到了长沙市开福

区四方坪街道胜利村遗留办的钟波书

记，他表示，胜利村一片从1992年开始

就已经划入了“城中村”开发改造的范

围，预计今年将会启动。“胜利村的租户

很多，因为即将改造，所以不会过多的

投入资金到电力的改造，但是马上要过

年了，我们已经向相关部门反映，一起

来解决居民的用电问题，争取让大家过

个温暖年。”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谭俊

“将争取让大家过个温暖年”

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