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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井

本报4月20日讯 “814个人、180棵

树，人物往来衣着不同，神情各异，栩栩

如生。”今天下午，一幅长18米的《清明上

河图》 十字绣出现在长沙黄兴路步行

街，引来众多逛街市民啧啧称奇。据称，

这幅特殊的十字绣总共使用了116505

米绣线，共计2032611针，是目前世界上

第二长的十字绣艺术品。

记者了解到， 全球最长的十字绣为

22米的《清明上河图》，此次展出的这幅

名列第二。 它是经37位设计师历时18

个月的研发， 再经10位专业高级绣师

180多天精心绣制而成。这幅十字绣采

用“古绢”为底，重40斤，细分为14个部

分，整而为卷，分之为画。共绣制人物

814人，动物83匹，船只29艘，房屋楼宇

30多栋，车13辆，轿8顶，桥17座，树木

180棵。这幅绣品也是首次在长沙公开

展示。

■记者 王文 实习生 秦雯怡

长沙市开福区顺天黄金海岸小区

有位彭老师， 他写的字古里古怪的，自

命名为“浪漫书法”。彭老师说：“一字千

金， 谁要是猜得出我写的字， 我送他

1000万。”

练出一套“浪漫书法”

68岁的彭老师原名彭晖，娄底双峰

人，在益阳安化县做了40多年的语文老

师，工作之余喜欢练练书法，久而久之

就练出了一套“浪漫书法”。

4月20日上午， 记者来到彭老师

家，他早就准备好了笔、墨、纸、砚，这笔

可不一般，是一把2元的小刷子。

“我的是‘摆字’，可不是一般的写

字。”说罢，彭老师拿起小刷子在纸上写

了四个字，记者一看傻眼了，这哪是字

啊，第1个字6横、第2个字7横、第3个字

6横、 第4个字2横。“我把这4个字的所

有横都写出来了，你们要是猜得出我要

写4个什么字， 每个字我送你们1000

元。”彭老师笑着说。

记者琢磨了半天， 也没琢磨出来。

“‘春满星城’ 你看这4个字中所有横的

笔画，我是不是都写出来了。这个可是

简单的哦，我还有更难的，谁要是猜出

那些字，我就送他1000万。”

100个字他能一笔写到头

彭老师说，他还有个绝活，100多个

字，用草书，他能一笔写到头。彭老师自

称为“侧身书法”，”就是可以边走边写

字，一般人写字都是正坐着写，边走边

写的话就只能侧着身子写字。

“纸有多长我就能写多长。”彭老师

拿出一张2米长的宣纸， 一口气就在纸

上写了5个字，“三湘都市报”，从头到尾

就一笔，如行云流水。

自称“策”功夫赛汪涵

字如其人，彭老师属于“浪漫主义”

派，他想象丰富，幽默健谈。

“有个字大家都写错了， 只有我写

对了。”彭老师又开始“策了”，他在纸上

写下“天伦之乐”四个大字，说“伦”应该

换成“轮”，为此，他还编造了一首打油诗，

“自从有了孙，我就成了孙，孙是我的孙，

我是孙的孙，祖孙轮流做，天伦乐无穷。”

“当你是孙子的时候， 你就被祖辈当成

‘爷’一样伺候着；当你是祖辈的时候，你

要像‘孙子’一样照顾你的孙子。这就是

‘轮’的乐趣，所以天‘轮’之乐嘛！”

彭老师还说，想去“越策越开心”和

汪涵策策呢。 ■记者 曾力力

“认出我的字，送你1000万”

长沙彭老师自创“浪漫书法” 自称“策”功夫赛汪涵

披塘钢材市场药房聘

有经验药店员工， 底薪 1500 元/月,

包食宿, 加提成。 电话：13308412098

长沙市五一广场文运街 2号（口腔医院东侧）

妇科

由万例手术无事故妇科熊主任亲诊

�������������元包干（含三天输液、免

彩超、心电监护、常规化验等）

无痛终止妊娠：

380

国家专利“BBT”技术

专业治疗：宫颈糜烂、宫颈炎、子宫肌

瘤、白带异常等各种妇科疾病（免阴道

镜检查费） 宫颈糜烂治疗费优惠：I 度

300 元、II 度 380 元、III 度 480 元。

82296550

0731-

长沙中医学会门诊

15607494938

收

空厨电

调具器

85151519

85495777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特价工商年检 84442468

速办特惠工商 82147786

工商代办 82284857

诚信贷款咨询

正规无抵押短期贷款，款中扣

息（50万内）。 13808424579

福建旗鼓担保提供

股票融资。 咨询热线：13950389243

恒亿贷款咨询

项目投资 个人疑难

无 抵 押 办好收费

15172478937

借款炒股 82821678

自有资金 6万，借你 20万炒股，类推

滋美投顾 贷款咨询

代办（信用瑕疵可协助，免抵押），

500万内，合同担保，理财咨询。

咨询热线：1353404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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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炒股 85822242

自有资金 3万，可借 10万炒股、类推

汽修厂招油漆工

机修学徒。 电话：13975869578

化妆品柜转让

大型商超，多个知名品牌 13973110233

医 疗

安乡风湿病医院

善治椎间盘突出

发明专利速解颈肩腰腿

剧痛不复发。 针对：用过

药物、手术、胶原酶等，无

效者。 县城 6路车直达。

预约：13974236498

百度搜索：贾谷良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高薪酒店服务员

18229829118

聘

招生 招聘

公办教师/医护、统招师范

医卫类毕业 18973129357

广东招

10万年薪招海员代理

湘海国际船舶公司 0731-85865188

英才 84898452

www.hnqywh.com

政府项目

诚

聘

聘行政助理、人力资源、秘书、

司机 18973127557曹经理

聘

长沙市南门口 110m

2

餐饮门面转让价格面议。 13975611666

转让 出租

酒楼优转

西站旁 1300m

2

有车

位。 18229944989

半价转让

日本全新钢琴两台 T：13807482745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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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35 40

株洲点：2816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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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喜礼仪

活动策划

庆典婚庆

13017315168 www.csgf08.com

物资 干洗 礼仪

奥普开关

诚招各市县代理。 15874989788

全省招商

自有资金寻项目合作

矿山、水电站、房地产、农

业、养殖业、交通、在建工

程等专项资金投入。

电话：028-85289227 85289229

缺资金找国融

低息快捷解决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矿业、电站、农林业、交

通、能源、新（在）建项目、房地

产开发项目等。 028-68985858

出售二手发电机组

100至 800千瓦齐全。 13874034218安总

手工产品 外发加工

本企业现有大量纯手工产品，

外发加工，简单易学，免费培训，可

上门服务，现金结算。 长沙芙蓉中

路。 0731-84287177、84287166

画册简介设计印刷

当代名家题写牌匾

湖湘特色礼品订制

13875869988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13607480245

厂房酒楼设备

不锈钢、铜铝等

高收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88884567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万顺

85138188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聘

搬

运

工

搬家 回收 家政

85710002

特价搬家 移空调

蚂蚁

水蛭 蜈蚣 泥鳅 027-87672301

特种养殖 首选武汉农科大

最新技术提纯成功培育“农大 6 号”

特种养殖新品种， 利用房前屋后空

闲地、 水塘等进行人工养殖， 投资

小、见效快、产量高。 提供优质种苗，

上门指导建厂！ 联系人：余老师、李老师

地址：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产业楼

网址：www.xlx668.com

内外勤人员 25-45 岁， 月薪

高、福利全双休。13548955558

聘

医院诚聘

内科医生 5名 网络咨询 8名

外科医生 5名 电话咨询 8名

护士 8名 业务员 8名

联系电话：13755088121陈主任

大型仓库厂房出租

人民东路附近 13574101178

自有大额资金急寻项目投资合作

〈区域不限〉多方式灵活运作

电话：028-65554088

亿高投资

诚聘护士

13787255056

特治前列腺炎、增生

知名民族医师伍本裕、 伍伟运

用土家族独特秘方，专治：

特治前列腺炎、 增生前列腺肥

大、尿频、尿急尿痛、血尿、阳萎、

阳缩、 拉尿不出要插导尿管者，

都能三五七天扯掉管子正常排

尿，二十天左右可愈，愈后不复发

地址：长沙望城坡门诊部

（银杏路 6号，汽车西站对面）

电话：0731-88812718、13975156778

海融投资 028-68081093

大额资金寻项目合作（房地产、新

项目、在建工程、农林养殖业、水

电站、交通等）企业，个人项目借

款（区域不限） 028-68081082

大药房诚聘收银员

营业员（有经验）、实习生 84467195

神奇捕鱼机、捕猎机

雷达声波捕猎机： 声波诱引， 可捕野

猪、野兔、野鸡、飞鸟等一切野生动物。

捕鱼机浮鱼率达 100%把你的地址、

姓名发到 18967702555 即免费寄资

料、捕捉光碟供你参考。 浙江省温州市

风顺电子厂 全国可以免费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 电话：0577-85827689

厂长：李绵新 网址： www.wzfsdzc.com

澳 华 投 资

自有资金 低息借款

各类企业、项目借款：房地产、

电站、矿产、学校、农林业、养殖

等区域不限。 028—68800009

成都市顺城街招商银行 19楼

通程律师集团

遗嘱管理服务

刘律师 13974919086

刘律师 1877403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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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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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驾 校

18米长的《清明上河图》亮相

世界第二长十字绣 10位绣师绣制半年而成

《清明上河图》十字绣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一商场内亮相。

这是“春满星城”四个字所有横的笔画。 记者 王翀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