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霸气兵哥哥当模特

被秒杀
只是因为
多看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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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仍然对长假意犹未尽，
今天不妨来和我们一起偷个懒吧。
3D新片《大海啸之鲨口逃生》将于
9日下午2点半在长沙中影今典影
城举办提前看片会，影事圈联手光
线影业送出门票10张，通过“三湘
都市报文娱部”官方微博就可抢票
去“鲨口”探险。

故事从一对怨偶开始，救生员
乔许让女友蒂娜的哥哥罗利替他
去海上例行检查防鲨网的设置，结
果罗利遭到了鲨鱼的袭击， 噩运也
导致乔许和女友蒂娜分手， 各自远
走他乡。一年后，这对分手的情侣在
超市中重逢，不料海啸爆发，超市变
成孤岛，鲨鱼再次袭来，二人能否
逃生？情节确实略显老套，希望传
说中还算不错的3D影像能为影片
加分，究竟效果如何，您还是下午
和我们同去鲨鱼的“血盆大口”下
一探究竟吧。 ■记者 吴名慧

实习生 刘志娟 唐颖一场秋雨一场凉，
人们开始收掉夏的衣
裳，薄衣初试。近日，白
百何身穿秋季裙装，为
某杂志拍摄封面照，她
时而清新柔美， 时而犀
利个性， 将不同特质展
露无疑。

天凉
好个

报名

邀你去“鲨口”探险

艺星整形·2012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本月将迎来总决赛，但是各赛
区报名选手仍让人印象深刻。在衡阳赛区，一名男选手凭借六块腹肌就
秒杀了多名女性，这名选手就是来自哈尔滨的胡利旗，他身上所散发出
来的雄性魅力是时下流行的“花美男”们所无法匹敌的。

参与方式：关注“三湘
都市报文娱部”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sanxi-
angwenyu�）， 转发送票微
博，并且“@”3位好友即可
参与抢票。

报名选手 纯爷们秒杀视线
胡利旗有着北方人天生的粗犷特质， 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就

在大家都好奇他的身份时，他告诉记者，“我是哈尔滨人，以前当
过兵，所以可能看起来比较正派。”。胡利旗表示，“我看了广告觉
得符合标准就来了，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反正是锻炼，没想
太多。”胡利旗的言语间透露出爷们儿式的直爽。

除了高大的身材，野性的气质，胡利旗还有一项对女性特别
具有杀伤力的秘密武器，那就是他那接近完美的肌肉线条，六块
腹肌轮廓分明。提起身材，胡利旗相当自信，“我喜欢健身，几乎每
天都去健身房，我对自己的身材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也正是因为
喜欢健身， 胡利旗才在健身房的朋友那里得知了艺星整形·2012
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并且与健身房的几个朋友都报了名。

艺星点评 脸型小点更精致
一眼看去，胡利旗和时下正流行的“花样美男”风格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高大硬朗的身材固然能够很好地彰显男人阳刚之气，
让长沙艺星医学美容医院微整形首席专家徐舰博士很是欣赏。如
果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 徐舰博士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
形过于粗壮在舞台上也会有失美感。整体来说他的五官以及四肢
的比例都相对协调，若想在外表上予以加分，可以考虑将鼻翼缩
小或者将脸型变小，这样会让他的面部更加精致而更容易抢镜。”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田依灵 李璇

湖南耳聋耳鸣病人：
郑重承诺您：消除耳鸣，恢复听力，扔掉助听器，正常交流！

2012 年 3 月 3 日，“2012 世界听力医学大会暨第 12 届国际耳聋耳鸣疾病研讨会”在京召开。 会议由世界听力联盟（WLA）与中华耳病基金会（CERF）联合主办，邀请
来自全球听力医学领域的 270 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围绕“霍成教授研制的耳聋耳鸣小药丸”展开讨论，并得出一致结论：霍氏小药丸治疗耳聋耳鸣，效果堪称一绝。该药首
次实现了从“益气升阳”的根本上治疗耳聋耳鸣，不仅能完全消除耳鸣，更能迅速提升听力。 让患者彻底摆脱助听器，正常生活。

最后，与会者一致认为，霍氏小药丸是目前仅有的，真正能让耳聋耳鸣患者完全恢复听力的特效药，应在国际范围内大力推广应用，让更多患者从根本上摆脱耳聋耳鸣危害！

“霍氏”益气聪明丸·湖南特供地址：
长沙：●东塘楚明堂大药房(原楚仁堂，神禹大
酒店旁）

●养天和东塘星城大药房（百幸鞋业旁）
芙蓉区:●楚济堂药房车站路店（火车站对面）

●火车站阿波罗药柜（北门通道）
●火星镇楚济堂（凌霄路店）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天心区：●平和堂：五一店、东塘店

●南门口好又多药柜
●新开铺康寿大药房（新一佳一楼）

雨花区： ●红星步步高超市药柜
开福区:●东风路楚仁堂药房（汽车城旁）
岳麓区：●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

●康寿大药房汽车西站（新店 /老店）
宁乡：●开发药号
株洲：●健康堂大药房（贺家土浩天宾馆面）
醴陵：●春天大药房（来龙门超市旁）

茶陵：●得康文明大药堂（摩托车市场）
湘潭：●贵富康大药房（市一中对面）
岳阳：●为民药店（九龙商厦对面）
邵阳： ●大德生药号(市中心医院正对面）
洞口：●新宝芝林药房（文昌北路烟草局对面）
武冈：●南门口中心大药房（水南桥前 30米）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

●战备桥大药房
●金华大药房（东方女子医院旁）

临澧：●安济堂大药房（朝阳市场旁）
石门：●步行街大药房
澧县：●好心人大药房（步步高楼）
汉寿：●福春堂大药房（建设西路海天酒店旁）
津市：●春天大药房
桃源：●正康大药房（邮电局对面）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陆贾山庄门面）
桃江：●家润福大药房（新爱丽丝超市）
沅江：●家润富大药房庆云山店

安化：●益民大药房连锁
南县：●赤沙大药房
衡阳：●国兴大药房（岳屏公园东大门对面）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市财政局旁）
郴州：●富民大药房（马家坪步步高超旁）

●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大门口）
吉首：●博爱大药房（人民北路佳惠超市对面）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
怀化：●东方大药房（中心市场天桥下）

耳聋救星—霍成
提起霍教授，中医界无人不知。 他年

近九旬，是与同仁堂齐名的“霍显仪中医
世家”第 7 代传人，祖上 6 代皆为御医。
自幼随祖父学医，辨识百草，熟读医书，
练就一身济世救人的好本领。 15岁就开
始坐堂行医， 一生专治耳聋耳鸣。 无论
病情多重、病史多长，经他诊治，立能复
聪。 他曾为重要领导及外国元首治过
病，弟子遍布大江南北！

霍教授治耳聋耳鸣堪称一绝！被医院
诊断为器质性病变的患者，听力恢复了，
不必倾家荡产去做人工耳蜗手术了；昼
夜耳鸣，不能入睡的患者，治完后一觉睡
到大天亮；耳鸣杂音、耳朵闷胀堵、头痛
眩晕完全消失，听力提升 60多点。 患者
们尊敬的把他称为“耳聋救星”。

一剂猛药“治”服京城名医！
霍教授治耳聋耳鸣治一个好一个，

引来京城名医乐老的公开叫板，非要亲
自验证。 乐老患有严重的老年性耳聋，
自己多方调治， 耳朵还是越来越差。 结
果仅吃霍 教授一副药，才 6 天听力就由
-55 升到了 -25，吃得香睡得好；连吃 5
副药，扔掉助听器，听力也很好。 乐老连
呼神奇！

霍教授给他讲了个简单的道理：我
们知道，耳朵需要血液供养，才能维持正
常听力。 如果供血量不足， 耳朵功能就

会受到影响。从这一点上看，耳聋耳鸣的
病机像是气滞血瘀， 于是所有中医都忙
于活血化瘀。 结果，活血药一吃，听力好
一点；可药一停，听力比原来还差。

治病要求本。 为什么会供血不足呢？
《黄帝内经》讲：“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
能闻五音”。也就是说，肾气充盈，则血流
强劲，耳部供血充足，听觉才灵敏；当人
体衰老，肾气由盛转衰，血液供养减少，
听力就会逐渐下降，以致出现耳聋耳鸣。
所以说，肾气亏虚才是耳聋耳鸣的病根。
霍教授的一席话， 说得乐老中医连连点
头。
公开叫板：我能治好耳聋耳鸣！
有些患者问，我们也吃过补气药，可

为什么效果不好呢？ 霍教授解释：
一、传统中药颗粒大，耳聋耳鸣患者

吸收不了。 所以，吃多少药都等于没吃！
二、常用药中没有提升药劲的猛药，

效力较弱。只能勉强延缓病情，不能逆转
听力！

霍教授说：“我行医六十余年， 经我
手治好的患者不下三十万。 虽然病情各
异， 但总结起来， 治疗诀窍就 4 个字 -
益气升阳。”益气升阳法是“霍显仪”的世
家祖传独门医术，专门补肾气，升元阳，
直接针对耳聋耳鸣的病根 - 肾气亏虚，
肾阳不足！

所以霍教授敢于公开承诺： 我配的

药能治好耳聋耳鸣！
行医 60余年，霍教授不断改进家传

秘方。 应用尖端科技将传统汤药制成浓
缩药丸，药效至少提升 50倍。 彻底解决
传统中药难吸收、见效慢的弊端。

患者每天吃一次，3-5 天耳鸣明显
减轻，30 天能听见，3 个月能彻底听清，
听力提升 60 多点，5-6 个疗程听力完全
恢复正常值。 耳朵闷胀堵、耳鸣杂音、听
音沉闷、高低音缺失等症状完全消失。从
此不靠助听器，还能再听 30年。

权威认证：
OTC 国药 专治耳聋耳鸣！
此后， 卫生部门又对霍氏小药丸进

行了大量临床研究， 对其功效做出官方
认定：“增加耳鼓膜通透性， 降低耳蜗淋
巴液毒性，提高听神经敏感度，并具有再
生听毛细胞的功能。对感音神经性、药毒
性耳聋，及老年性、混合性耳聋耳鸣有良
好效果”。

目前， 霍氏小药丸已被国家药监部
门批准为新一代的耳聋耳鸣专用药。 并
因其效果好，无毒副作用的特点，被授予
红色 OTC标志。

更可喜的是，国家特批小药丸使用
“霍氏”商标，并将霍氏中医的独门绝技
“益气升阳，聪耳明目”写入功能主治。
以此表彰霍教授对耳聋耳鸣治疗的突
出贡献。

治疗 30 天 多听 30 年
专家盛赞 小药丸！

2012年 3月， 霍氏小药丸亮相世界
听力医学大会，立即引起巨大轰动。

中国名医协会会长席全安教授说：
霍氏小药丸抓住了耳聋耳鸣“肾气亏虚、
元阳不足”的病根。 从补肾气，升元阳入
手，促吸收，下猛药，养治结合，双管齐
下。 一方面补益肾气，使患者听力恢复，
耳聪目明。另一方面升发元阳，使五脏受
益，心、脑、肾功能提升，彻底消除致病隐
患。 最难得的是，只要患者的肾气补足，
听力恢复后竟能长期稳定， 几十年不复
发！世界听力联盟主席 Austin博士倡议，
各类型耳聋耳鸣患者均可放心服用。

“耳聋救星”—霍成教授

■他，年近九旬，是与同仁堂齐名
的“霍显仪中医世家”第 7 代传人！

■他，继承千年中医精髓，是享誉
国际的著名中医！

■他治疗耳聋耳鸣堪称一绝！ 凡
经他治疗的患者，一般 3 副药，耳鸣停

止，耳朵闷胀堵、头痛眩晕症状消失，再
远的动静都能听见，再小的声音也能听
清。 很多患者来时戴着超大功率助听
器， 走的时候就送了霍教授做纪念品！
更有患者连吃 6 副药， 听力好转几十
年，完全不靠助听器！

■他，就是霍成教授，我国耳病治疗
的第一圣手。

霍教授有一位 87岁的朋友， 是他
一手治愈的患者。老人 50岁那年，在霍
教授这儿诊治神经性耳聋， 连吃 5 副
药，到现在 87 岁高龄，耳聪目明，身体
硬朗。老人经常说，霍教授的一副药，让
我多“听”了 30年！

耳聋耳鸣救助专线：0731-

耳聋耳鸣 独家秘方

霍氏小药丸公益救助活动来到我市！
霍氏小药丸是新一代耳病特效药，能

迅速提高听力，彻底消除耳聋耳鸣。 为此，
国家高度重视，发文要求重点推广。

本次活动由中华耳病基金会发起，
是全国性公益救助活动。 工作人员透露，
活动最后 3 天（10 月 9 日 -10 月 11
日），买 20 赠 10、买 8 赠 3、买 4 赠 1,数
量有限，赠完为止。

现在，抓紧打进电话，就可以享受
国家补贴。 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
快速治好耳聋耳鸣。

★特大喜讯★

鉴于霍成教授对耳聋耳鸣治疗的卓
越贡献，国家特批小药丸使用“霍氏”商
标，并授予 标志。 相关部门提醒消费
者在购买时，需认准以下信息。

配方成分:霍氏小药丸在黄芪、党参、
葛根等常用草药的基础上， 加入多种霍
氏秘制猛药！补肾气，升元阳。药劲刚猛，
起效迅速！

产品批号:霍氏小药丸是国家认证的
耳聋耳鸣 OTC 专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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