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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9日讯 长沙
市交警支队今日通报，为确
保11月10日长沙市第四届

开福金秋经贸文化节暨“万人竞跑湘江”
活动的顺利进行， 城区部分路段实施交
通限制。

11月10日7：00—12：00， 湘江大道
的开福寺路口至营盘路隧道路段的观光
车道采取全封闭的交通限制措施， 禁止
所有车辆通行和停放。11月10日8：30－

12：00，湘江大道秀峰路口至鹅羊山（湘
江大道景观石） 路段东幅道路实施全封
闭交通限制措施， 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和
停放。

原行经限制通行路段的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请绕其他道路通行。 交警部门根
据城区交通状况， 可能对活动现场周边
的湘江大道、开福寺路、湘雅路、湘春路、
营盘路以及芙蓉路等路段实施临时性交
通限制措施。■记者 黄娟 通讯员 蔡卫国

本报11月9日讯 湖南
省2011年下半年全国英语
等级考试成绩已于11月8日

向社会公布，考生可以通过全省统一的声
讯服务信箱16885151查询本人成绩或者
拨打人工台1607160进行咨询。 移动、电

信C网、 电信小灵通用户可以通过发送
“CJYY#” 加 “准 考 证 号 ” ( 如 :
CJYY#010107200001)到1062899261查
询，联通用户可以通过发送“CJ#”加“准
考 证 号 ”（如 ：CJ#010107200001) 到
1062899271查询。 ■记者 贺卫玲

本报11月9日讯 不小
心落了枕、闪了腰，或者不
停打嗝，该怎么办？今日首

发的《湖南省中医养生保健手册》能告诉
你答案。

由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省内著名中
医学家和中医养生专家编写的《湖南省
中医养生保健手册》，首印10万册，免费
向全省所有基层卫生机构及老年群体比
较集中的场所发放。省卫生厅党组成员、
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邵湘宁表示，当前，

一些非理性、 非科学的养生保健知识频
频出现，误导了群众，有的甚至给群众健
康造成了伤害， 损害了中医养生保健的
名声。为此，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了权威
中医专家，历经一年多时间编写了《湖南
省中医养生保健手册》， 从养生基础、体
质养生、季节养生、情志养生、饮食养生、
运动养生、经穴养生7个方面入手，介绍
中医养生理念和常见养生保健方法。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覃路莹 通讯员 黄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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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碧莎十三味胶囊全面打破传统治疗方法

泌尿疾病 1盒见效，只需 45 元

林碧莎十三味胶囊适用人群：
1、泌尿系感染：支原体、衣原体（非淋菌性尿道炎、阴道炎）尖锐

湿疣、生殖器疱疹、睾丸炎、附睾炎、包皮炎、龟头炎、尿道炎等泌尿系统
感染。

2、妇科系感染：附件炎、外阴瘙痒、阴道炎、膀胱炎、盆腔炎、宫
颈炎、外阴湿疹、宫颈糜烂、有腥臭味、白带多等妇科疾病。

3、前列腺感染：尿急、尿频、尿痛、尿后余沥、尿短赤排尿困难、
淋漓不畅、小腹胀痛、会阴疼痛、增生、肥大等前列腺炎症。

为什么服用“林碧莎十三味胶囊”会获得终生免疫？
在美国市场“林碧莎十三味胶囊”采用“不试不卖，试后才卖”的方针开拓市场，因疗效显著，而大受青睐，

各大医院、医药集团争相订购。 在短短的 3个月“林碧莎”就率先通过了美国 FDA认证，成为美国市场的特效
新药，被列为全球泌尿疾病首先用药。

“林碧莎十三味胶囊”应用先进的生物工艺，精选优质原料，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突破性提取有效药
物成分，不再只是单纯的通过肠胃吸收，而且能够通过血液的微循环，把药方快速带入到病灶深处的毛细血
管内，对隐藏在毛细血管内的病毒进行完全杀灭，起到全面快速治疗的作用，服用“林碧莎十三味胶囊”后体
内后会产生免疫记忆力抗体，出现医学界特指的“种痘效应”从而使人体获得免疫功能。 不复发，真正实现了
标本兼治，是世界性医学难题的重大突破。

纯天然免疫生物活性制剂，药效威猛，两小时排毒服用当天见效，一般患者仅需一疗程，反复发作久治不
愈的患者只需 3-4疗程完全治好并产生抗体，获得免疫，不再复发。

指定经销：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神禹大酒店旁）、平和堂药号、王府井大药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红星
步步高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超市内）、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汽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南门口好又多超市药品
柜、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河西步步高广场负一楼楚济堂大药房、河西康寿大药房 星沙：新一佳楚济堂大
药房 望城：九芝堂康民药店（电力局对面）宁乡：神洲大药房 浏阳：长寿大药房（北正中路 7号）株洲：健康
堂大药房（贺家土）、平和堂药品柜 湘潭：福顺昌医药堂总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河东福寿昌医药堂（建
设南路华宇大酒店南侧） 衡阳：康泰大药房（珠晖区东风路一号） 益阳：平和堂药店（陆贾山庄门面）常德：
瑞康大药房（桃林宾馆旁）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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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风险购买 让所有患者见证
试服 1 小盒无效，全额退货
买 10赠 2盒 买 20赠 5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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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9日讯 从本
月起，湖南省教育厅将组织高
校举办区域性、行业性的高校毕

业生供需见面活动，共计14场，时间跨度长达近
5个月，分别在全省不同地区的高校举行。活动
涉及经贸类、医药卫生类、机械装备制造类、师
范类等多个行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湘北、湘西
南、湘西、湘南等多个地区的毕业生。

此外，2012年2月至3月中旬，湖南将对

全省2012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行资格审核
工作。 本次毕业生资格审核的对象为依据
国家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招收的2012年
毕业的普通全日制研究生、 本科生和专科
生（含五年制高职学生， 以下统称“毕业
生”）。审核将在《湖南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就业信息办公系统》 上采用计算机自动审
核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办法。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谢星星

本报11月9日讯 这几天，雨水坐镇三
湘 ，气温在阴雨中明显下降，湘江水位却直
线上升。今天8时，湘江长沙段水位上升至
25.72米，较7日8时上涨了0.39米。

本月7日以来，受北方较强冷空气和南
支槽共同影响， 我省出现较明显降温降水
天气。降雨有效抬升了湘江水位。今天8时，
湘江长沙段水位为25.72米， 较昨天同期上
涨了0.23米，较7日8时上涨了0.39米。至今

天下午4时，洞庭湖城陵矶水位为24.80米，
较昨天8时抬升了0.66米。

省气象台预计，10日起全省受偏北气
流控制，除湘南局地残留弱降雨外，其他大
部地区逐步转为晴好天气， 大家可以重温
阳光的照耀。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省
内降水仍将持续偏少的趋势， 湘江枯水形
势不容乐观，各单位和公众应节约用水。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谢星星

10日起转晴，暖阳重温
枯水期还将持续，市民仍需节约用水

11月9日，长沙市八一路，一只被关在家里的白色小狗很惊喜地看着外面的风景。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玻璃前的小狗很无奈。 记者 范远志 摄

栏目投稿邮箱：sxdsbsjp@163.com

喜出“妄”外

我省举办区域性高校毕业生招聘会

5个月内，14场见面会陆续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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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万人竞跑湘江 长沙部分道路管制

本报11月9日讯 从2011年11月10
日零时起至2012年5月10日24时止，长
沙麓松路的枫林三路路口至涉外经济学
院路段东半幅路面（含非机动车道和人
行道）实施部分封闭的交通限制措施。原

行经施工路段的非机动车及行人请绕行
其他道路通行。交通限制期间，未封闭路
面只允许机动车通行， 限速每小时30公
里。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蔡卫国

麓松路部分路段半幅道路封闭

英语等级考试成绩公布

落枕、打嗝、闪腰怎么办？
请看《湖南省中医养生保健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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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魔法棒”助阵光棍节
本报11月9日讯 11月11

日至13日，世界之窗将举行光
棍节主题活动，向游客免费发

放“爱情魔法棒”。所有入园游客可自愿领
取魔法棒一支， 并贴上对应角色名称（例
如：黄蓉、郭靖），在游园过程中，可以去寻

找自己的缘分； 找到缘分的游客可以拍下
两人的合照，发送微博并@长沙世界之窗官
方微博， 即可获得在晚会上抽取世界之窗
门票的机会。此外，游客还可参加8分钟交
友和单身大起底等主题活动。

■记者 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