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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青年歌唱家、湘妹子陈思思近

日宣布，她将于8月6日在澳门综艺馆举

办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美丽之路”

陈思思澳门演唱会， 并邀请周杰伦、黎

明、 刘诗昆等重量级嘉宾登场助阵。陈

思思表示，她希望能用自己的歌声铺出

一条真正的“美丽之路”。

这场演唱会是为纪念辛亥革命百

年而举行，陈思思也成为内地军旅歌唱

家在澳门举办个唱的第一人， 她表示：

“我以‘美丽之路’为主题举办过多场演

唱会，从国家大剧院、台湾演唱会到即

将举办的澳门演唱会，希望能用我的歌

声铺出一条真正的‘美丽之路’。”据介

绍，陈思思届时将演唱《美丽之路》、《共

度好时光》、 特别为此次演唱会创作的

红歌《风华正茂》等多首经典曲目。此外，

黎明、周杰伦，钢琴家刘诗昆，以及澳门

当地一位重量级神秘人物， 都将作为嘉

宾登场。此前，周杰伦与宋祖英在春晚舞

台上一经亮相便广受追捧， 此次陈思思

与周杰伦将在澳门演唱会上合作哪一经

典曲目，会带来怎样的全新合作，同样值

得期待。 ■记者 吴名慧

张靓颖成名后是什么感觉

妈妈突然奉承我，

去看《睡美人》，交新朋友

8月6日澳门开唱

陈思思“美丽之路”

黎明周杰伦相伴

只播五期

《帮助微力量》

“帮”不下去了？

M

长沙某大学女生小天在放假后去上海玩了

一趟，返回长沙后腿上长满红包，一查是得了虫

咬性皮炎。 健康周刊小编昨天从 163 医院皮肤

科了解到，假期刚开始，医院皮肤科接诊的皮炎

患者显著增加。

对此，163 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每年一进

入暑期， 都能接诊到不少因昆虫叮咬而造成的

皮肤病。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长沙雷雨天气较

多，天气潮湿，适宜螨虫繁殖、生存，来就诊的患

者很多都是在外出游玩、 住宿中被昆虫叮咬而

发病的。

“这种病俗称虫咬性皮炎，专业的诊断叫丘

疹性荨麻疹。 ”皮肤科专家说，螨虫是一种肉眼

很难发现的节肢动物，其尸体、分泌物、排泄物

都是过敏源。 因为 60%以下的空气湿度可使螨

虫和霉菌难以生存， 应经常通风、 保持居室清

洁，隔年的被褥、凉席，再使用时要先高温清洗

或暴晒，以消灭其中的螨虫。

天热市民衣服穿的少， 由于皮肤经常暴露

在外，一直是皮肤病的高发季节。 对此，不少人

喜欢去药店买点药自我药疗。

最近， 中华医学会就公布了在两万多名患

者中进行的问卷调查， 显示患者自我治疗皮肤

病能达到满意的仅占 10%左右， 而到医院治疗

的患者达到满意的比例约为 80%至 90%。 之所

以出现这种差距，一方面是皮肤病种类繁多，患

者很难准确判断自己属于哪种皮肤病， 常常会

误判误治。另一方面，只有专科医生才会根据患

者的病情做出正确诊断后，在外用药、口服药、

物理治疗、冷冻、激光等手段中选择合适的方法

进行综合治疗。

据了解，从 6 月份开始，163 医院皮肤科日

初复诊门诊量超过了 300 人次， 最常见皮肤病

就是皮炎湿疹和真菌感染， 大约占了门诊患者

的六成。 很多来看病的患者都曾自我药疗。 163

医院皮肤科专家说， 自我药疗的患者中至少有

三分之一存在用药不当。 轻者把皮炎湿疹当成

真菌病，外用抗真菌药导致疗效欠佳。更严重的

是将真菌病误为皮炎湿疹， 外用激素类药而导

致病情加重。 如果在面部长期外用激素类药还

可以导致激素依赖性皮炎而使病情顽固迁延。

最后，小编在此特别提醒，163 医院是我省

较早开展腋臭、痤疮、湿疹、毛囊炎、花斑癣、银

屑病、鱼鳞病、皮炎、扁平疣、荨麻疹、皮肤瘙痒、

灰指甲等皮肤疾病诊疗的权威三甲医院。

目前，163 医院皮肤科每日收治的皮肤病

患者人数高达上百人，无论是专家技术、诊疗设

备、 综合实力等方面均排名我省三甲医疗机构

前列。

据悉，163 医院根据国家规定“三甲医院全

面推广免费实名预约挂号服务”，开通了电话预

约挂号服务。 医院皮肤科专家预约挂号电话：

0731-88850608。

自己乱用药

真菌感染当皮炎治，会越治越重

美女出游回来满腿红包

医院收治夏季虫咬性皮炎患者多

有皮肤问题，打电话问专家

痛经的调理

女人常说，调经应是调心情，确实，月经

不调往往会破坏女性的情绪，影响正常的生

活和工作。 对于痛经的女性来说尤其如此。

痛经多表现为经期或行经前后小腹部疼痛，

有时还伴有腰骶部疼痛， 严重者出现呕吐、

面色苍白。 手足厥冷等疼痛性休克症状。 痛

经是妇科常见病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妇

女的发病率约为 33%， 以月经初潮湿后 2-3

年的青年女性为多，往往严重干扰患者的生

活、工作。

痛经可分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前

者又称为功能性痛经， 指生殖器官无明显病

变者， 后者多继发于生殖器官和某些器质性

病变。 如子宫内膜异位症、慢性盆腔炎、宫颈

粘连、妇科肿瘤等。 痛经的确切原因不明，一

般认为与种以经；另一类是不则痛，即气血亏

虚、精血不足、子宫失于濡养，引起痛经。

中医治疗痛经注重辩证论治，一般认为，

以前痛，疼痛剧烈不可按压者多为实证，属不

通则痛范畴 ，治疗当行止痛，逍遥丸对此类

痛经疗效可靠；经后隐隐作痛，喜揉喜按者多

为虚证，属不营养则痛，治疗当补脾胃、益气

血，驴胶补血颗粒是调经良药，它精选党参、

白术、苋芪、当归、阿胶、熟地等组成，既补脾

胃、滋养气血之源，又有补血调经之功，补气、

补脾、补血三重功效，补血益气，活血调经，调

补结合，双效并奏，对于属气血虚弱型痛经有

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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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借助微博发力， 是传统媒

体的创新点。13日，记者得知，刚在

湖南卫视播出一个月的《帮助微力

量》将暂停，不过，节目制片人陈晓

东否认了“下课”的传言，说“只是休

整一个月”。

《帮助微力量》是中国第一档民

生公益慈善微帮助节目，以“微力量

5元认捐计划”为主旨。但记者了解

到，14日晚播出的《帮助微力量》是

第一季最后一期节目，一季节目仅

有5期，这在湖南卫视极为罕见，难

道真是收视率低导致节目“下课”？

陈晓东表示，“《帮助微力量》在黄金

档播出，收视上的压力不言而喻，但

节目组尽可能地提高收视率， 比如

说增加明星嘉宾等， 效果不错。”不

过，陈晓东坦言，就算收视率低也不

会下档，“这次是为《汉语桥》 让时

间，一个月后，《帮助微力量》还会和

观众见面。”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夏丽君

演出时间：7月23日10：00/15：00

演出地点：湖南大剧院

演出票价：50、80、120、160(元)

订票电话：4001-858-666

在线选座： www.juooo.com

亲子剧场QQ群：153770297（加群

购票可享受团购优惠）

相关链接

相信《睡美人》是每个孩子童年时必读

的经典童话。7月23日，儿童剧《睡美人》将被

搬上湖南大剧院的舞台，让“珍视友情”、“智

慧与爱”、“正义战胜邪恶” 等诸多人生道理，

通过一幕幕的生动表演留在孩子心中。

有专家说， 戏剧对孩子而言是游戏，

也是生活，“他们看到什么就会模仿，从中

去学习生活，会将剧中人的处事方式搬到

自己的生活中。” 观剧对于孩子情感、美

感、创造性、文化修养的培养都非常重要，

“如果儿童剧一味迎合儿童心理， 就失去

了它的引导作用。”对此，儿童剧《睡美人》

的负责人赖毅表示，剧中精致的人偶造型、

华丽的舞台效果、夸张有趣的表演和互动，

都是吸引小观众、给他们带去欢笑的法宝，

但是演出的热闹与笑声过后， 能给孩子们

留下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赖毅说：“一部

好的儿童剧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它能让孩

子懂得勇敢、友爱和互助。在恶劣的环境

下如何生存，如何结识新的朋友，如何凭

借勇敢和智慧战胜邪恶力量，是

儿童剧《睡美人》最大的看点，也是

该剧带给孩子们最大的启发。”据悉，为了

能让更多的小家庭享受亲子乐趣，主办方

特别推出了家庭套票， 凡购买两张价值

160元的门票即可获赠一张80元的门票。

■记者 吴名慧 实习生 黄权 戴露

周五晚，12位快女开始全国总决赛，

也意味着她们正式征战演艺圈了。而身为最

受市场欢迎的超女， 张靓颖推出了第五张新

专辑《改变》，13日，她录制了访谈节目《非常

道》，谈及超女比赛透露，“比赛结束后，我在

家里呆了一个月，真的有要疯掉的感觉。”

妈妈的改变“突然奉承我了”

“我妈一开始有点受影响，就是有一点

小题大做， 可我坚持不让我妈搀和到我的

工作当中来。我呆在家里，我妈跟我说话，

突然一种很奉承的姿态， 就是说话老是顺

着你说，我会觉得很难受。我喜欢我妈以前

没事骂我两句，我觉得挺好的。”

自己的改变 “感觉要疯掉了”

“参赛时，我想的是奖金和奖品。结果

两样东西都没有，还搞得风风雨雨的。以前

做的事情不能做了， 未来又不确定自己会

做什么，就是卡在那个地方。我以前每天一

定要出门， 我不能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

呆久了，我会抓狂的。而那时我在家里呆了

一个月，心情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真的要

疯掉的感觉。 我觉得我这几年能心情慢慢

好起来，就是归功于我很会骗自己，我不断

做着心理暗示，告诉自己要相信，把不熟的

人假定成熟人等，给自己增加自信。”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夏丽君

好难受

来

，喝一杯

近日，

米拉·古妮

丝登上《GQ》

封面， 透视

装 热 裤 加

身， 手端饮

料秀性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