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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五一特大优惠，买 5送 2，买 10送 7，买 20盒送 18盒，

“骨关节病”治一个好一个

��������骨关节病，主要是关节软骨退变,对关节保护作用

降低,引发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化、游离骨、半月

板损伤等。 很多人变得步履蹒跚，上下楼关节疼痛，不

敢使劲，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蹲不下，站不

起，严重者关节积水肿胀甚至变形。

北京协和退休医师侯廷翰肩负使命，60 年如一日

专攻此类疾病，他依据“人间有种病，地上就有一种草”

的中医理念，对元代云南民间奇方做了大量研究，终有

良药“仙草骨痛贴”问世。配方中他大胆创新，使用了大

剂量的白及、白芷以及土虫、三七、羌活外加牛膝、地风

等引经之物， 一改传统疗法活血化瘀、 消肿止痛之陈

规，独创穴位给药、透皮吸收之新法，一举突破了由于

关节软骨是无血管组织、 口服药物无法进入病灶的医

学难题， 使受损软骨的每一个细胞都完全置于药物的

全面滋养之中。患者只需按照说明把产品贴敷在患处，

不管病情有多重，病史有多久，疼痛当晚就能缓解，数

日炎症消除，关节活动有力，坚持使用，软骨逐步修复，

滑膜组织恢复正常，关节爽利，上下楼，逛公园，做家

务，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被誉为不流血的“中医手术

刀”。“关节疼痛用仙草，赛过神仙不怕老”已成为很多

中老年朋友的口头禅。

“仙草骨痛贴”不以暂时止疼蒙蔽患者，相信很多中

医外治之法都能改善局部疼痛， 而本品更以关节轻松

伸曲，自由活动检验效果，对比使用前后 CT 片更能说

明问题。

骨病咨询：0731-�86541983��86195132�市内免

费送货！ 外地邮寄，药到付款！

销售地址：长沙市解放西路省人民医院对面六谷

大药房专售！ 五一路平和堂药号， 东塘平和堂药号，

河西新一佳通程药号 河西楚济堂大药房

专治 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化、疼痛、积水、

公 告

激情交友择偶找陈姐 84614212

高素质靓女征婚交友陪护应酬

无奈女 28 岁貌美夫富商不育寻真

诚男圆母亲梦继家业 15979391990

刘明君警号 4314164专业技术一

级警督警官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威尔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公司财务专用章，龚小可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金鑫驾校

庆“五一”优惠报名并赠送精美

礼品一份（5月 1日-31日）

日夜培训，学员至上，廉洁教学

确保拿证。 地址：东二环锦泰广

场旁训练场，电话：84820488

万家丽北路训练场，电话：84081498

公 告

�������2011 年 4 月 25 日， 我局专

卖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在

衡阳市冠市地段查获车牌为冀

A82671 号货车运输卷烟 619 条，

请当事人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到我局接受处理， 逾期我局将依

照《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的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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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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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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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介 交友

网吧转让

（雨花区）

150台证 90台机位，价 55万。 15973145810

驾校 转让

赵碧海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302197803130062声明作废。

美丽丰满女王琪 29 岁夫是香港富商

夫因车祸失去生育能力特寻健康品正

男圆我梦事成后重酬 18770931251

真心寻缘男现年 49岁，妻逝多年，

退伍多年忙于事业，无暇顾及个人

问题,现诚寻：善良顾家，重感情女

士，携手余晖,职户不限，有意者请

致电 13751024933本人亲谈

佳人圆梦女 28 岁，1.65 米嫁港

商不育寻位体健品正男圆我梦

定酬谢 18770931208本人亲谈

女 35离 1.61独居温柔车房全不

想婚约交密友 1330845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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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湖南科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

为：55074676-3，声明作废。

想家女 39 岁丧偶经商多年房车全觅

有责任心男相伴一生 13510405289

遗失声明

长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00

00106841（3-1）N，声明作废。

卿桂花遗失毕业证，证号：

98126278，声明作废。

刘卓丹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5195209081068，声明作废。

曹蕊菲遗失小学教师高级

职称证，证号：B0503101000

00000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赵德梅、 李君良遗失恒大华府 34-

35-2-605 的票号为 60202363，契税

12254 元， 开票日期 2010 年 5 月 4

日，工本费 10 元，公证费 200 元，预

告登记费 80 元，产权登记费 80 元，

抵押登记费 1470元。 特此声明。

女 38 岁丧偶经商贤淑孝敬愿与成

熟稳重责任感强的你携手风雨历

程，非诚勿扰，亲谈 18665380817

●真情求助：女穆琳 30 岁善良性感

夫港商先天不育无孩为继家业急寻

健康男事成重酬 18665387711亲谈

●女 32 岁温柔靓丽随父经营房产身

心疲惫寻有缘男 13829756683亲谈

女果儿丰满迷人自营服装公司真诚

寻觅有责任心重感情男士为伴助发

展拒游戏本人亲谈 13771596848

■男 51 岁丧偶自营生意收入稳定

无负担重情顾家有修养诚觅传统贤

惠女有孩可 15813745255亲谈

伤心求缘女 30岁， 资产雄厚无

子继承寻位体健品正男圆我梦

定酬谢 15270528105本人亲谈

姜蓉 43010419870712564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省雁北监狱谷艾晖警号

4314085一级警司警官证遗失。

遗失声明

长沙市欧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雨花区地方税务

局 2009 年 8 月 5 日核发的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号 ： 湘 地

430111691830221，声明作废。

让爱重来：女 37 岁离温柔贤淑会

持家经商条件优寻重情珍惜男共

今生有孩无妨 13684964400本人

龙婷遗失 1999 年 8 月派遣到国信通

信湖南分公司的报到证，特此声明。

冰箱就像个

大饭盒， 是用来

盛放食物的，卫

生安全当然是重

中之重， 这就要

求冰箱的内饰材

质一定要合乎卫

生检疫要求，又

要能除菌。 据卫

生 防 疫 部 门 调

查， 鲜肉放进普

通冰箱６天后，细菌会狂增数千倍，大大超

过食品卫生标准，极易引发痢疾、肠炎等。

选购除菌冰箱已成为保卫健康的重中之

重。

目前市场上的大多数冰箱， 或是在节

能方面突出，或是在除菌方面优越。而新飞

“双冠王”冰箱，集节能、除菌双重功效于一

身，一经推出就吸引到众多关注的目光。相

对于其他只能抑菌或被动除菌的同类产

品，新飞双冠王冰箱综合了纳米除菌、紫外

线除菌、臭氧除菌、钛光除菌、负离子除菌

等7项国家专利技术，并在冰箱顶部除菌盒

内装置了一个微风循环系统， 主动追踪除

菌，把大量细菌像扫地一样清除。

新飞“双冠王”冰箱全方位的除菌技术

经测验表明， 其对冷藏室物品表面大肠杆

菌平均除灭率为95.34%， 最高除菌率达

99.99%。除此之外，“双冠王”系列冰箱内胆

及装饰件全部是环保ABS材质， 从生产制

造到使用过程，均无害于环境，食品存储更

健康。

专家指出： 冰箱的保鲜能力是建立在

无菌基础上的， 只有主动有效地杀死冰箱

中空气以及食物表面的细菌， 除菌才能更

彻底，保鲜才能更全面，新飞“双冠王”冰箱

在这方面真正做到使细菌无处可藏， 横扫

千“菌”！ （陈楠）

新飞新一代双冠王冰箱上市横扫千“菌”

经济信息

因沉湎暴力网游与魔幻小说，16岁女孩感觉“黑社会”杀手正步步逼近

女孩哀求男友：让我死在你刀下

如今，16岁的文子还静静地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而17岁的黄某因涉嫌故意杀人已

被送进了铁窗内。

对于这起近乎荒唐的悲剧，清玲心理咨询室心理咨询师何慧分析说，寒假期间的经历，

或许是文子产生幻觉的主要原因。“16岁的孩子， 还是一个缺乏辨识力的年龄。 她被限制在

家，没人与她交流，为打发时间，只能整天沉湎于暴力网游和魔幻小说。慢慢地，缺乏人际支

撑的她变得自闭，到最后现实与虚拟在她眼里已没了明显的界限，以至越行越远，最终才酿

成了这出惨剧”。何慧说，如果文子的父母能选择另一种教育方式，如果能与孩子多点交流

与沟通，这起悲剧或可避免。

“被限制在家或是她自闭的主因”

“与其被黑社会杀手乱刀砍死，还不如死在你刀下！”花季少女文

子（化名）沉迷网络暴力游戏、魔幻小说，臆想被人追杀而要求死在男

友黄某刀下， 黄某经不住文子苦苦哀求， 将水果刀捅入其肚脐眼。目

前，文子因肠道被刺穿在医院抢救，而黄某也在父母的陪同下，于4月

22日向衡阳石鼓区青山派出所自首。随后，黄某以涉嫌故意杀人被警

方逮捕。 ■见习记者 陈昂 通讯员 高宇 刘健

17岁的黄某和16岁的文子， 都是

当地一所高中的学生。 高一的时候，同

班同学黄某与文子同路上下学，特别是

遇到刮风下雨， 她经常受到他的照顾。

不知不觉中，16岁的文子对17岁的黄

某产生了好感。随后，二人确立了恋爱

关系。

陷入热恋的文子和黄某，学习成绩

急剧下滑。 双方家长和老师很是苦恼，

为此想尽了办法。可是正处于青春叛逆

期的二人根本听不进去。终于，矛盾在

去年12月份爆发， 文子和黄某选择了

双双离家出走。 后经老师家长多方寻

找、苦苦规劝，二人才肯回家。

早恋被发现，双双出走

文子回家之后，正值春节。父母为

了不让文子和黄某见面，限制了文子的

自由。在这段孤独的时间里，文子开始

接触起网络暴力游戏和魔幻小说，慢慢

地，现实生活离文子越来越远。

寒假之后， 在父母亲人的劝说之

下，文子不情不愿地去了学校上课。3月

初，在学校熬了3个礼拜，文子便死活不

愿再去学校， 无奈的父母只得认命。同

时，黄某也从学校辍学。

某天， 文子突然电话联系黄某，称

其已秘密加入“黑社会”， 现有仇人索

命，4月17日必死无疑。文子对黄某说：

“与其被黑社会杀手乱刀砍死， 还不如

死在你的刀下！”黄某听后慌了手脚，立

刻答应17日与文子见面。

沉湎虚幻世界，产生幻觉

4月17日早上6点， 两人相约来到

石鼓区环城北路某宾馆202房。 黄某

说，面对文子的苦苦哀求,他一时意乱

情迷，竟然答应了文子的要求，并和文

子一起在某五金店买了一把单刃水果

刀。

当天下午5时许， 在恐惧与痛苦的

熬煎之中的文子感觉到“黑社会”的杀

手正在逼近，便躺在床上央求黄某快点

动手。在文子的再三催促下，黄某狠下

心来，将水果刀扎向文子的肚脐眼……

重伤之后的文子提出，她想在临死前到

学校见同学一面。于是，黄某抱着文子

准备去学校完成文子“最后的心愿”。不

料，二人在准备搭乘的士时，被群众发

现报警。经法医鉴定，文子肚脐下方有

一道长3厘米、深5厘米的刀口，腹腔之

内的肠道已被刺穿，属于重伤。

经不住苦劝，男友刺她成重伤

■漫画/陈琮元

专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