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中医理论认为: 气血不足是便秘的根源，血

虚，则肠道干燥，粪便缺乏滋润，与肠壁粘连；气虚，

则腹压低，粪便难以被挤压排出体外。 目前市场上的

一些产品，大多只能缓解症状，并不具备治疗效果，

吃完之后，又拉又泻，通是通了，副作用却相当大；腹

痛、腹泻，一用就拉、不用就不拉，极具依赖性，非但

不能治疗便秘，还会使肠道变得干燥脆弱，容易老化

受损，胃肠功能更加紊乱，所以胃肠不养，根治便秘

口臭就是空话！

同样治便秘口臭 百年蒙药多一手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流行近百年内蒙古大草原

牧民治便秘口臭的方子， 简单有效。 该方取藏木香

50g�大黄 200g�山柰 100g�寒水石 (煅)�250g 诃子 150g�

碱花 300g�经先进的萃取技术和亚纳米超细微气流粉

体技术巧妙配伍制成，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家一类

新药———【六味安消散】。 方中大黄及面碱均润肠下

泻，寒水石除巴达干热，山柰治积食不化、胃火衰退及

巴达干性哮喘。 六味合用，乃为治大便秘结之良方。

该产品内含大量活性类胃膜成分， 能迅速在胃

壁溃疡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保护并代替胃粘膜功能，

阻断胃酸、刺激物对胃粘膜的损伤，全面起到止痛、

止酸、消炎的功能，迅速消除胃痛；通过调节并激活

受损胃粘膜对食物的分解与吸收， 促进溃疡面迅速

愈合，并增强肠胃的抵抗力，从根本上防止溃疡的再

次形成， 彻底消除胃肠疾病。 同时药内含有营养成

分，能迅速提高胃肠蠕动力，增强消化功能，迅速消

除胃痛、腹胀等食积不化症状，改善胃肠内环境，真

正达到养胃护肠的功效。 它对便秘、口臭、口苦、口腔

溃疡、腹胀、打嗝、恶心、呕吐、厌食、多屁等诸多疾病，

可以一次根断，决不复发！

爽！ 20年的老便秘好了，血压，血脂也控制住了

人到了老年，身上的毛病就渐渐多了，尤其是得

了便秘，可真是遭罪。吃得多，排的少，大肚子胀得像

个鼓鼓的小皮球，真是难受。上厕所，排便困难，使了

半天劲，憋得脸红脖子粗，还是排不出来，带动着血

压也噌噌往上蹿，生怕引发高血压，心脏病，倒在厕

所里。 通便产品用了很多，排到是排了，可是却拉个

没完没了，拉的满脸虚黄，混身没劲，睡觉都睡不好。

用了六味安消散第二天就顺畅地排出了软软的

条形便，真舒服啊。继续服用，每天都能按时一便，不

到一个月，20�多年的老便秘好了，睡觉也安稳了。 更

惊奇的是，连高血压，高血脂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女儿便秘好了 痛经也好了 妈妈开心的笑了

赵老师的女儿 19�岁上高三，从小就便秘，面临

高考学习任务重，压力大，便秘更厉害了，而且还有

口臭，同学们不愿意和她说话，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当妈妈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给女儿买了 2�个疗程

【六味安消散】，没想到一个疗程不到，孩子大便基本

就正常了， 以前脸上经常起的疙瘩、 小痘痘也没有

了，脸色红润多了，更没想到的是痛经都好了，人变

的更轻松了更自信，如愿考上理想的大学。

专家点评:与保健品或泻药不同，【六味安消散】最

大特点是安全、高效、一次康复，绝不复发，尤其适合

中老年人、妇女、儿童等顽固性便秘、口臭，被列为我

国首列 OTC 特效国药（国药准字 Z15021796,内蒙古

民族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产品有效期五年)。

【六味安消散】适应症 1:各种术后病人的无痛排便,

及药物引起的便秘；2: 可治疗各种原因引起习惯性

便秘，难治性便秘；3：对于脏腑功能紊乱，脾胃虚弱，

胃胀不适，消化不良有很好疗效；4:可排除毒素,全面

调理营养肠道，治疗内分泌失调，青春痘； 5：患有便

秘,同时患有严重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首选。

服用方便，当天见效、无效退款、15 天治好

服用当天：打嗝、反胃、口臭消失了，排便顺畅了，

身体轻松舒服了。 服用 7天：腹痛、腹胀全没了，连血

压、血脂都下降了、气血充足整个人精神了。 服用 15

天：恢复胃肠蠕动能力，睡觉踏实吃饭香，便秘、口臭

彻底痊愈!

����������现在好了, 我省便秘口臭患者可以用这个方子

调治,�在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芙蓉区：火车站楚

明堂药房均可买到蒙药【六味安消散】，广大便秘口臭

患者朋友还可以拨打专线:0731-89876117垂询！ 据

悉，为解除广大便秘、口臭患者的痛苦，六味安消散厂

家联合本报特举行 "买 3送 1�、买 5送 2"上市推广优

惠活动！ 同时，厂家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无效，余货全

退！ 市内免费送货，省内免费邮寄。

排肠火 泻胃火

天根治便秘口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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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14℃-24℃

雷阵雨转阴天间多云

西北风2-3级

后天

16℃-27℃

多云转晴天

西北风2级

今天

16℃-23℃

阵雨转大雷阵雨

北风3-4级

4月27日7：00-19：00，长

沙电业局计划对部分区域进

行检修。检修区域内的用户及

单位将停电，请市民提前做好准备。停电安

排如下：

九峰II回

停电范围：九峰小区中心配、省人民会堂

五凌II回

停电范围：标志公寓、标志华天酒店、

标志新一佳超市、五凌青园基地

花卉线中楷开关站311后段

停电范围：南京店、花卉大世界、赵家

冲、比亚迪、上周家坝、联明村

丰田线003杆后段

停电范围：金都采石场、渣塘村、渣塘山

塘组、学士机械厂、渣塘机台、鸡公咀、塑管

厂、五星村、伍星机台、钱塘江、海信、华信、

株树咀、含浦小学、含浦中学、竹山屋场、黎

家坝、栗山塘、含浦集镇布点、枫树屋、枫树

台区、沥青搅拌场、大坡铸造厂、大坡村、淹

鸡塘、办塘、横斗布点、苦炼塘、向阳台区、广

丹坡、楼冲、上坡岭、众新村、抗旱机台、鑫强

搅拌场、花塘村、丘家巷、花塘院、立桥收费

站、九江庙机台、九江机械厂、烟湖塘、九江

庙布点、永固、九江庙、杨柳巷、幸福村、幸福

路籽厂、石押子机台、鸿发矿石厂、粘木港、

曲江、丰田坟上、丰田综合厂、丰田洲上、芝

字机台、芝字村、丰田石灰厂、新田村、云盘

机台、云盘村

停电区域及停电时间如有变更， 以查

询长沙电业局电力信息服务台及95598网

站为准，服务热线：95598。 ■记者 刘璋景

本报4月20日讯 “不漏水的人家不

知被水浸的滋味， 漏水的人家急得要

死。”很多人有这样的感受，居家遇到厕

所等漏水这样的情况是十万火急的，但

报物业维修很难办。根据规定，长沙动用

物业维修资金需要达到占受益建筑物总

面积2/3以上， 且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

主签名同意。

今日， 在长沙市住建委召开的物业

管理工作会议上， 长沙市住建委主任陈

鲁青说，“双三分之二签名” 可以很好地

监管资金使用， 但遇厕所漏水等这样的

紧急维修时很不方便， 因为其他业主不

签名就不能动用物业维修资金。 市住建

委将出台地方性政策，细化应急维修，建

立公共账户， 授权委托维修等资金使用

模式， 不因双三分之二签名难而让业主

家里漏水不止。

据悉， 长沙物业维修资金历年归集

总额为58.04亿元，使用额为1462.6万元，

2010年，物业维修资金的交存标准由“购

房款的2%至3%”调整为“当地建筑安装

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5%至8%”。

■记者 叶子君

长沙维修金监管政策将有“松动”

房子漏水将可直接调用物业维修金

4月16日， 长沙市

芙蓉中路上，一个小伙

子拉着小板车快步向

前，坐在车上的大伯伸

出手给小伙指路，让人

想起了古代坐在双轮

马车上指挥士兵打仗

的军师。

记者 王翀鹰 摄

车上“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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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长沙这些地方停电

停电

本报4月20日讯 今天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

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

气。今天，没雨的地方有阳光固然灿烂，

但我省西北部一带开始出现雨水的身

影。省气象台说，从明天开始至周五，全

省都有降雨，局地会伴有雷雨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但气温下降不会很大。这个

周末雨水就会停止，气温又将回升。

“谷雨”意味着以后雨水将增多，这

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不过这也是

花粉四散高峰时期， 一些容易过敏的

人，被春风一吹，就会出现脸部红肿、打

喷嚏、流鼻涕等症状。

这个时候，冷暖对流气团交锋激烈，

也是雷电频发的时候。在打雷闪电时，建

议不要冒险外出，不要使用设有外接天

线的收音机和电视机， 不要接打电话。

不要骑自行车和摩托车。 在野外的人

群，应拉开几米距离，不要挤在一起。特

别提醒的是，强雷鸣闪电时，一定不要使

用手机，不要边走边听MP3，这些都是

很危险的。

■记者 胡信锋

雨水增多雷电频发 用手机、MP3要小心

天气

本报4月20日讯 记

者从长沙市教育局了解

到，长沙高新区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教师，包括麓谷小学、虹桥小

学、明德麓谷学校、工商职专等四所学

校共招聘教师100名。本次考试采取网

络报名方式进行， 报名网站为长沙考

试网（http://www.csks.gov.cn），不

设现场报名。报名时间暂定于4月28日

上午9：00-�5月1日上午9：00。

此次招聘的在职教师岗位招聘录

取人员列入事业单位财政全额拨款编

制； 毕业生岗位招聘录取人员编制到

校不到人，工作2年后，经考核择优进

编； 招聘录取人员实行合同聘用制和

人事代理制管理。

■记者 贺卫玲

长沙高新区

招聘100名教师

招聘

白萝卜 0.70-0.20

包菜 0.60-0.20

大白菜 0.80-0.20

红椒 10.00-3.00

红萝卜 2.00-1.00

茄子 2.00-1.20

青椒 2.50-1.60

蒜苗 5.40-4.40

土豆 3.40-2.00

西红柿 3.00-2.00

小葱 3.00-2.00

小白菜 0.40-0.20

洋葱 2.00-1.60

菠萝 3.70

甘蔗 1.50

哈密瓜 4.90

苹果 9.00

水晶梨 2.90

西瓜 4.70

白条鸡 15.00

活鸡 15.00

活鸭 14.00

鸡蛋价格 8.10

鲜牛肉 37.00

鲜肉 21.00

草鱼 8.80

鲫鱼 9.80

单位：元/千克(公斤)

■记者 胡信锋 整理

长沙马王堆蔬菜市场20日批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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