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已经被列入国家武陵山经济协

作区重要范围，一个重要定位是：在“湘、渝、鄂、黔”协作区内打造国际旅游

胜地。对于慈利、吉首和凤凰这三个位于湖南西部、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的县城而言，已进入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期。

4月底，本报记者赴三县采访。面对机遇，吉首、慈利和凤凰无一例外，

都在花大力气建设和推广旅游品牌，借旅游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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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所愿即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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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省内各地市免费送货上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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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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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内各地市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赤脚医生偏方成专利

专治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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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湘西、奔乾城

提起湘西，很多人会想到沈从文《边

城》中的凤凰古城。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前

往凤凰的必经之地吉首市，还有一座拥有

4200多年历史的古城———乾州。

乾州古城里名胜古迹甚多，从军事防

御建筑到祠堂会馆、 楼阁古塔到名人故

居，随处可见。

“今年‘十一’，乾州古城将正式对外

开放。”吉首市旅游局局长田赤介绍说，古

城正在打造“湘西坊”旅游文化创业园和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两个核心。

在吉首市市长李卫国看来，“游湘西、

奔乾城”得益于该市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网络，吉首有条件将大湘西的能工巧匠邀

请到乾州集中展示，“我们希望游客在乾

州能够了解整个湘西及其周边地区的风

景、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

近几年，吉首市在乾州古城内对76栋

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

完成了北城门、“三门开”城楼、风雨桥等

景点建设；以“湘西坊”旅游文化创业园和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建设为核心，建设

完毕百工坊、百味街、百戏苑、能工巧匠创

业园、 文化院落， 同时将民族英雄罗荣

光、杨岳斌等名人名将的历史文物建馆

展示，将乾州古城历史文化融入到核心

区。

凤凰来仪，舞动奇迹

近年来，凤凰古城成为旅游、民族采

风、调研、写生、影视拍摄等必选之地。凤

凰古城保护区域1.8平方公里一天只能容

纳7000游客，而目前每天游客在15000人

以上，在旅游旺季，每天游客达到5万人，

已满足不了旅游的需要。

这一切凤凰县的官员们都看在眼里。

凤凰县县长罗明说，凤凰县正谋划将凤凰

打造成“大凤凰、夜凤凰、金凤凰”，而其核

心是扩容提质和转型升级。按照凤凰县打

造“大凤凰”的构想，将在沱江上下游把1

公里长的游道加长至5公里； 开发建设沱

江边的国家森林公园南华山；同时在凤凰

开发乡村游；在熊希龄、沈从文故居延伸、

增设民居，将故居做大。

经过去年引入的一家公司的打造，目

前沱江的灯光，已经为沱江的夜晚增加了

不少色彩。而按照凤凰县的构想，今年5月

份，一种反映凤凰民间传统的文艺表演形

式“魅力夜戏”将与游客见面。另外，他们

还准备在沱江边打造两条夜市。

山江乡的苗人寨，与凤凰古城相隔只

有19公里，目前已经基本建设完毕。凤凰

古城，已经与苗人寨连成整体。

慈利瞄准张家界后方

“无中生有，小题大做”，这是慈利县

委书记刘群的一个观点。尽管相对于张家

界，慈利景区目前并无国际名气，但他仍

然很有信心将慈利打造成湖南最具人气

的国际旅游胜地。

“在张家界市旅游的人去年就有2000

多万人次，其中，三分之一的游客在张家

界市区旅游之后移步慈利”， 刘群说，“另

外张家界市在旅游旺季往往宾馆满员，而

慈利西北方向的阳和土家族乡毗邻张家

界市区，可以提供休闲度假的去处”。

今年1月11日， 慈利县政府与一家

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协议，出资组建“湖

南阳和旅游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一个

38平方公里的国际休闲度假区已准备

在慈利打造。项目启动后，第一期即10

年内开发建设投资总额达20亿元 。其

中，5年内，确保项目初具接待旅游者的

运营能力。

按照构想， 阳和国际休闲度假区将

形成“一心两翼，十大功能板块”的格局。

“一心”，主要打造旅游集散地、自驾旅游、

会议商务和娱乐活动四大中心。“两翼”，

在北翼利用翡翠山谷打造山地休闲板块、

温泉养生板块两大功能片区，南翼的丹霞

半岛为滨水的丹霞地貌和田园风貌，将打

造户外探险板块、田园体验板块、森林度

假板块三大功能片区。

“建成后， 这个国际休闲度假区离张

家界市只有4公里。另外，张家界的机场、

桃源的机场、常张高速都将为慈利旅游带

来游客”，刘群信心满满地说。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肖丽

边城三县共谋旅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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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为父创奇方

一粒通便秘

谈运良，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西医博士，是有

名的孝子，曾经他的父亲患有严重便秘，平日腹

胀难忍， 多方治疗也不见成效。 谈博士有些汗

颜，自己身为医生连父亲的便秘都治不好。 所以

下定决心为父亲一定要攻克便秘！ 他查遍古今

研究发现，便秘是由虚症引起：气虚则肠无力、

蠕动慢；血虚则津液少、无法润滑大肠。 所以治

疗便秘要以补养为主。 常规药物以导泻为主，越

泻越虚，便秘就更加严重！

经多年研究谈博士创造性的选用三参（苦参

10克玄参 7克、西洋参 15克），并辅以芦荟 5 克、

厚朴、枸杞各 10克，蒸煮熬焙，每日一次。 谈父服

用后，果然神奇，即没腹泻，也没腹痛。 2个月便秘

康复，以后一天一次香蕉便。 谈博士总结此方可

大补气血、协理阴阳，给肠道直接补充营养，当天

即可顺畅排便。 如今谈父已 70多岁

高龄身体健朗， 连感冒都不容易得，

精气神十足！ 谈父对其说，别总想着

治大病，治好便秘也是造福百姓！ 于

是， 谈博士将该方报请国家批准生

产， 并利用美国生物技术提纯浓缩，

服用一粒即可松软排便，所以被国家命名为“排

毒一粒通”。

不腹泻、不腹痛，排香蕉便，无效退款！ 谈博

士不仅对父至孝，对患者也是高度负责，工作一

丝不苟，成绩斐然，故被国家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出于对患者负责，谈博士保证，绝大多数患者仅

需一粒， 严重患者服用两粒，12小时即可排出香

蕉便，2个月绝大多数患者可停药,买五盒送一盒

买十盒送三盒。5日内无效可全额退款！患者可拨

打0731-82083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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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市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周二沪锌1107合约平开于16660

点，开盘后小幅上冲至16780点，较周一

上涨40点涨幅0.24%，成交量周二明显

放大，持仓减少1954手至21.42万手。周

二现货价报16400-16500元/吨， 较周

一下跌100元/吨，现货市场报价较为统

一，但买卖双方均看空后市。操作建议：

前期高位空单可以继续谨慎持有，密切

关注20日线附近的压力位情况。

■德盛期货株洲营业部 毛谦

德盛期货专栏

沪锌宽幅震荡 下跌趋势未改

德盛期货长沙营业部 蔡浩晖 开户热线:�

0731-82920888�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

0731-82919663�0731-82893222

夜凤凰成了边城旅游的带头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