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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好玩俱乐部羽毛球队在三轮激
烈的选拔赛后正式成立。3月25日晚，在湖
南省羽毛球队教练黄建华的悉心指导下，
球队在活力羽毛球广物馆结束了建队后的
第一次训练， 全速备战湖南业余羽毛球超
级赛和“羽林争霸”两大赛事。

当天的训练晚上7点开始， 队员刘光
提前一个小时就赶到了训练场地。 他说：
“今天来的是指导过鲍春来等世界冠军的
教练，肯定会非常严肃，所以我早到比迟到
要好。”

一个小时的焦急等待， 等来了一位戴
着鸭舌帽的老人， 看着与自己想象相差甚
远的黄教练， 刘光惊叹道：“怎么这跟电视
里头那些在场边怒吼的教练不一样咧？”

一到球场， 黄教练就细心观察起每一
位球员的技术动作，全队13位队员分散在
三片不同的场地训练，但不管谁出了问题，
教练都会走过去一一示范纠正。 他还拿来
训练球亲自发球为队员练接发球，每人10
个球一组，每人练了6组，年过6旬的老帅
在发完780个球后累得满头大汗， 但仍在
大声鼓励队员。看到如此敬业的教练，刘光
感动地说道：“三生有幸啊， 这么练我们一
定离胜利越来越近。”郭炼也附和道：“教练
这么认真，我们不认真练都会不好意思的。
我们会不会都成了世界冠军哦？”引得全场
笑声不断。

“我周四还会来指导大家，你们在这段
时间一定要多练、多磨合，变得更加默契。”
当晚的训练结束后，黄教练如此告诫队员。
他还表示，下次训练时，会重点训练双打的
配合和球队的战术变化，届时，欢迎有兴趣
的球友前往现场观摩， 训练开始时间和地
点不变。 ■记者 陈普庄 实习生 潘梁平

2012年2月14日，由以岭药业、北京佑安
医院完成的"中药连花清瘟治疗流行性感冒
研究"项目， 荣获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这是我国第一个获此荣誉治感冒、抗
流感的中成药。

连花清瘟胶囊的研究项目首次运用络
病理论空间概念探讨流感传变规律， 提出

“积极干预”治疗对策，使一种药物具备三
种特点： 在发病早期应用，“先证用药，截
断病势”；发病时期应用，“卫气同治，表里
双解”；发病后期应用，“整体调节，多靶治
疗”。 药物组成吸取了历代医家治疗流感
传染病的用药精华， 结合现代抗病毒、免
疫学研究，是一个既传承中医治疗外感热

病规律，又整合现代医学防治流感研究的创
新药物。

循证医学研究是国际最科学、最权威评
价药物疗效和安全性的方法，由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牵头的9家医院循证医
学研究证实，服用连花清瘟胶囊的甲流患者
病毒核酸转阴时间与达菲无差异，退热及缓
解咳嗽、头痛、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优于达
菲，2009年甲流爆发期间该药在某疫区防控
中发挥重要作用， 预防用药人群无一例发

病，被卫生部列入《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诊
疗方案》。

国家权威研究机构实验证实， 连花清瘟
胶囊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 能明显抑制甲流
H1N1、H3N2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
病毒、SARS、禽流感H5N1、手足口病EV71等
病毒，有效抑制多种细菌，有利于治疗肺部混
合感染，并且具有调节免疫、增强机体抗病能
力、减少流感反复发作的整体调节优势。

连花清瘟胶囊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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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教头认真起来，好玩队就不能只知道玩了

“我们会不会都成世界冠军咧”
本周四黄建华继续打磨好玩队 欢迎球友观摩

长沙楚雅医院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米）

专
治 病毒疣·疱疹顽固·复发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震撼问世，一次性治好
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菜花、肉芽
状增生物。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
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
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 DNA 生物分子定

型定量检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高、低
危型病毒和类型、数量及复发原因。 运用科研新成果，可一次性靶
向杀死神经节、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数小时内患者可亲眼
目睹毒素排出体外，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
自身免疫系统，并产生抗体。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特别针对：长期采用常规保守
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上海、昆明等十
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此疗法湖南省楚雅医院独
家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郑重
承诺

无论疣体大小、轻重，均能
一次性治好。 签约治疗，法
律公证，发放信誉卡。 外地
患者随治随走， 为患者保
密。 节假日不休。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专家预约
0731-84147922

中国湖南病毒疣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126 元

网址：www.chuyaminiao.com

清明假期将近，正好赶上矮寨大
桥通车，天气也晴了，定然会是满山
的春色无限。4月1日-4日，如果时间
安排得过来， 可以和长沙8KM自行
车俱乐部的车友们一道到矮寨去，看
看这世界奇观，看看什么才叫天堑变
通途， 再爬爬号称天险的矮寨坡，要
知道，这一路一桥，都被称为公路史
上的奇迹。

本次活动采用“4+2”的方式，即

汽车带上自行车出游， 机动性更强，
还可携带更多的装备， 扩大活动范
围。活动期间，车友们可以夜宿矮寨
大桥之下， 看一桥灯火飞架两山，听
春虫鸣叫。此外，还安排了登吉首最
高峰莲台山的活动，莲台山海拔965
米，应该还算不上自虐，但登临高处，
定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致。有兴趣还可
以骑着车逛逛德夯苗寨，体验一下少
数民族风情。 ■记者 蒋玉青

清明小长假

骑车去矮寨
活动时间：4月1日~4月4日
活动地点：吉首矮寨、德夯等地
活动方式：AA制4+2自驾骑行活动
活动里程：500公里左右
活动内容：爬矮寨坡，体验矮寨天险，观
矮寨特大悬索桥、 登吉首最高峰莲台
山、游德夯苗寨等
建议携带车辆：山地车为主，折叠车、公
路车可参加第一天和第三天的活动
活 动 详 情 请 登 录 http://haowan.voc.
com.cn/查看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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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周三）
10:30�NBA�勇士VS湖人 QQ直播
22:35�世乒赛男团 中国VS中国香港 CCTV5
3月29日（周四）
02:45�欧冠1/4决赛 马赛VS拜仁 风云足球
02:45�欧冠1/4决赛 AC米兰VS巴萨 CCTV5
07:00�NBA�尼克斯VS魔术 新浪直播
10:30�NBA�快船VS太阳 新浪直播

黄蜂 85∶97 快船
凯尔特人102∶ 95山猫
魔术 117∶101猛龙
活塞 79∶77 奇才
热火 90∶105 步行者
雄鹿 80∶ 89 尼克斯
爵士 105∶84 篮网
国王 106∶113火箭
掘金 108∶91 公牛

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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