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3日讯 今天上午， 全省
宣传部长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部署
了今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强调要加
快建设文化强省，力争在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中走在全国前列。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出席会议
并讲话。副省长李友志出席会议。

会议表彰了2011届全省文明社
区、文明单位、文明街道、文明风景
区、文明家庭和2011年度全省宣传文
化系统“四创四争”先进集体和个人。
本报副总编辑周文博获评先进个人。

■记者 张颐佳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
力争走在全国前列
全省宣传部长会议召开

1.网络：登录本次活动办公室指
定网站红网www.rednet.cn“湖南精
神” 征集提炼活动平台在线提交，或
发送电子邮件到hnjs2012@rednet.cn;

2.信函：请将信函寄至“湖南精
神”征集提炼活动办公室。地址：长沙
市芙蓉区车站北路225号蓉园宾馆七
号楼207房。邮编：410001；

3.短信：基层党组织书记可通过
基层党建手机信息平台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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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免疫复合物堆积是引发肾病的
根本原因。 专家指出，清除免疫复合物、修复肾
小球滤过膜是治疗肾病的重中之重。

2001 年 5 月，以留美分子免疫学博士、著名
肾脏病专家刘若水教授为主的研发小组率先采
用最新的“生物定向赋活”萃取工艺，将斜纹金
钱蛭富含的药用成分辅以云贵高原特有的瓜子
金、益母草在反应釜中发生聚合反应，萃取出独
特的“LGS水蛭活肽”。 临床证实，LGS水蛭活肽
具有清除免疫复合物、 修复肾小球滤过膜两大
功效，能够根本上治疗肾病，杜绝复发。
肾元胶囊：让肾病治疗告别 " 透析时代 "

�������刘若水教授以“LGS 水蛭活肽”为基础终于
研发出全新肾病特效药物———肾元胶囊（国药
准字 Z20025816），经北京、上海等多家医院临床
验证，肾元胶囊治疗各种肾病：

第一步， 清除：LGS 水蛭活肽进入肾脏后，强

力清除肾小球滤过膜上的免疫复合物，并使其快速
分解、融化，随尿液排出！ 这一阶段，患者将会明显
感觉到，水肿减轻，血压平稳，食欲增加，精神好转，
病情得到初步控制。

第二，修复再生："LGS水蛭活肽 " 到达破损的
肾小球滤过膜之后，还可以凭借超强的自我修复再
生能力，促进过滤膜的自我生长，恢复肾小球滤过
膜正常的过滤功能。 这个阶段患者会感觉身上有
劲，到医院检查可见蛋白尿、肌酐、尿素氮、潜血等
指标平稳下降。

第三，滋养肾细胞："LGS水蛭活肽 "源源不断
的进入体内，充分滋养剩余的肾细胞，阻断肾纤维
化进程，极大的延长了肾细胞存活周期，坚持按疗
程服用，肾衰竭、尿毒症患者生命得到延长，肾脏功
能得以恢复，不再复发。肾病患者从此将彻底告别

“透析时代”，无需终生服药。
专家预约：0731-82864820(每日限 10 人)

水蛭专治肾病
告别“透析”时代

中 晚 期 肿 瘤 有 救 了
科技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是我们身边的

肿瘤患者为什么越来越多？
事实证明传统手术、放化效果并不理想。 很

多肿瘤患者都是死于过度治疗。西方国家已经率
先认识到这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已将肿瘤列为
慢性病，提出“带瘤生存”的全新治疗理念。

由于中医中药治疗肿瘤效果突出，已逐渐被西
方接受。 我国首个利用发酵中药治疗肿瘤的科技
成果—发酵中药获得英、法、德等 29个欧盟成员国
认可，获得国内国际多项专利，被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列为推广项目全国推广。

发酵中药抗肿瘤成功实现三大突破： 1）首次
把中药抗肿瘤活性成分从大分子转变成小分

子， 有效成分可迅速穿透毛细血管壁直达肿瘤
病灶;�2） 首次激活传统中药未被开发的抗癌活
性物质 -CSD因子，诱导癌细胞分化凋亡； 3）首
次实现中药多靶点靶向识别、抑杀癌细胞，抑制
肿瘤新生血管形成，防止复发转移。

国家一级期刊《肿瘤防治杂志》随即报道：发
酵中药经北京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等全国 21 家
大型三甲医院、1800 名患者临床验证，该药对食
道、肺、肝、胃、肠、乳腺、宫颈、膀胱等多种肿瘤
的抑制率高达 73.7%，有效率高达 93.2%，临床远
期效果超过化疗。

详情咨询：：731-82813345

发酵中药抗肿瘤首获欧盟认证———

两天收到来信4755件、短信5600条，论坛点击突破51.3万人次

三类“湖南精神”被网友置顶
本报2月3日讯 今天是省委启动“湖南

精神”征集活动的第二天，截至下午3点，关
注网络新闻专题和直播及相关新闻报道的
网友已达323万人次，论坛点击率突破51.3
万人次。 共收到干部群众来信4755件，其
中衡阳、怀化、张家界最多。有1663人表明

了身份，主要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律
师、校长、厂长经理和机关公务员。截至下午
2点，共收到短信回复5600条，其中常德最
多，有658条，其次是衡阳、郴州，分别有547
条和536条。

“敢为人先”、“爱国”、“心忧天下”、“奋
发有为”、“崇文尚武”、“与时俱进”、“吃得
苦、霸得蛮”……一时间通过多种渠道广泛
探讨，大家纷纷提炼出自己的“湖南精神”，哪
种湖南精神最能体现湖南人的核心性格呢？
被众多网民置顶并认同的大可归为三类。

本报2月3日讯 今天上午记者从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2012年湖南省
知名实力企业新春大型人才交流会将于2
月4日（本周六）在湖南人才市场长沙市场
（省展览馆）举行，届时包括中联重科、南车时
代、盈富置业、湘电风能、梦洁等350余家实
力企业参会，现场将提供6万多个就业机会。

业内专家提醒，本场招聘会为节后招聘黄金
周规模最大一场，广大求职者可抓住机会。

另悉，湖南人才市场也将在周末举行
大型人才招聘会，万达集团、远大集团、蓝
天集团、三一重工等多家知名企业将面向
社会提供多名高管职位， 最高年薪达50
万。 ■记者 黄静

今天快去省展览馆，6万岗位等你来

1月31日晚， 双色球第2012011期开
奖，单注奖金550万余元。我省喜中2注一
等奖，中奖福地分别是益阳南县43073018
号投注站和衡阳耒阳43047006号投注站。
这也是我省今年首获双色球一等奖。

2月2日， 省福彩中心兑奖室迎来了

2012年农历新年后第一位双色球一等奖
得主———来自益阳的王先生，他是一位“80
后” 小伙，31日那天路过一家福彩投注站，
便走进去想试试龙年的运气，随便投注了5
注单选，没想到就中了头奖。

■通讯员 钟琪

益阳小伙喜领双色球550万元大奖

县级以上党委
须设“新闻发言人”

本报2月3日讯 今天下午， 全省
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
透露，今年将按照“请进来、走出去”
的思路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
流活动，充分展示湖南的文化魅力和
优势。推动各市州党委部门、县（市
区）党委在今年底前都必须设立新闻
发言人。进一步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
道，民生维权等将被重点关注。

会上对长沙市委外宣办等13个
先进单位，陈敏等21个先进个人进行
了表彰。

■记者 张颐佳

本报2月3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政协第
47次主席会议上获悉，今年省政协将重点
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环洞庭湖
生态经济圈发展”、“发展基层公益文化事
业”等方面开展调研，为省委、省政府科学

民主决策提供参考。
会议要求， 要尽早启动重点调研，调

研要更扎实一些，研究要更深更透，争取
拿出更高质量的调研成果。

■记者 王文

发展基层公益文化成今年重点调研课题

代表人物：徐志频（著名作家，中国国际
作家联合会会员， 湖南文艺评论家协会会
员）

徐老师说：“湖南首次向社会征集提炼
‘湖南精神’。我认为新闻报道，专家提炼，都
太正统。中规中矩，与湖湘精神事实出入太
大。我的归纳，就十二字：湘人忧天、倔强勇
猛、自由洒脱。 ” ■记者 张颐佳

代表人物：谭仲池（省政协副主席、省文
联主席）

谭老师说：“参照外省对‘本省精神’的
凝炼表达，我经过反复比较、综合、鉴别和考
量，结合湖南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思考，
认为‘爱国、智诚、担当、图新’八字能较好和
集中、准确地反映湖南精神。特别是‘爱国’
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也自然是
湖南精神的核心。”

“爱国、 智诚、担
当、图新”爱国派

代表人物：李谷一（中国著名歌唱艺术
家、国家一级演员）

李谷一老师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总结湖
南人的性格特征是“吃得苦、霸得蛮、不怕
死、过得细”，这被很多湘籍人士默认、传颂，
除了肯定“吃得苦，霸得蛮”之外，这次涌现
出更多的“姊妹版”———“耐得烦”、“有闯
劲”、“有干劲”、“有巧劲”。

霸得蛮派 “吃得苦、霸得
蛮、不怕死、过得细”

“湘人忧天、倔强勇
猛、自由洒脱”生猛派

读者朋友， 在你心中，“湖南精
神”是什么？在这次“湖南精神”大征
集中，本报将搭建讨论平台，热情欢
迎广大读者参与互动， 各抒己见。您
可以通过腾讯、搜狐和新浪的官方微
博 @ 三 湘 都 市 报 ， 也 可 以 拨 打
0731-84326110来电发表自己的想
法，提供您身边能体现湖南精神的感
人的故事，本报将精选部分意见和观
点呈送活动组委会。

来，我们一起探寻“湖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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