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岁时，你会是优雅的吗？会别有韵味吗？
近日，许晴通过一组写真告诉你，女人味与年
龄无关，44岁的她同样可以百变： 白底豹纹
装尽显女王范，一身西装俊酷十足，而身
着黑色露背晚礼服不经意回首间，更

将女人慵懒中透出的妩媚冷艳
表现得淋漓尽致。

成龙不认私生女小龙女，已是天下皆知了，这位拥有22亿身
家的爸爸，承认没有准备一分钱给小龙女。然而，7日，成龙似乎开
始松口了，据香港媒体报道，58岁的成龙早前接受杂志访问，大谈
自己过往，他承认最初是为钱拍戏，但是凭良心去拍，他说：“我拍
的电影，要给我儿子、女儿、全世界看。”这次，成龙终于松口承认
私生女的“地位”，而今年小龙女已经15岁了。

大嘴巴：成龙从不认到松口，用了15年时间。小龙女从怨恨
到接受，还得很多年。 ■记者 袁欣

娱乐大嘴巴

成龙松口认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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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带给人们丰富物质
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让人痛苦的
一种富贵病———痛风。

众所周知，毒蛇自古就被当做
治疗风湿及疑难杂症的良药广泛
采用。 其中，蝮蛇更是由于超强的
交尾能力（交尾时间可达 6-24 小
时）被医家视为调理肝肾的最佳蛇
药。 古医书《神农本草经》记载：蝮
蛇治半身枯死、 手足脏腑间重疾，
功效甚奇。

针对痛风患者代谢功能紊乱
导致尿酸盐沉积结晶这一病根，
养正清酸通过调理肝肾、 通络活
血、 养正清酸等针对痛风病根的
多重功效， 可以达到迅速排酸止
痛、溶解痛风结石、修复紊乱的尿
酸代谢系统的综合作用。 患者普
遍反映其不仅速效更加长效。 目
前，我省各地知名药店均已引进，
长期被痛风反复折磨的患者不妨
一试。

———毒蛇入药创出奇迹，百年药坊“北京乐元堂”针对痛风特点研制
的全新生物制剂养正清酸黄精蝮蛇胶囊，具有 1-3天排酸止痛、30天强力
溶解痛风结石、2-3个月全面恢复患者自主代谢功能的确切效果。 出于对
产品品质的高度自信，厂家公开承诺：一盒无效 分文不要。 即日起，我省
患者拨打 0731-82038115电话报名，即可参与体验活动。

500 名痛风患者紧急
寻找

请认准长沙咨询电话和指定购买地址， 非指定电话和非指定
地址均为假货，特此声明！

30 天治好父亲的老痛风

� � 陈华五年前因为痛风，吃药治疗，伤了肾脏。 半年前的
一次检查发现双肾萎缩， 陈华痛苦万分。 这是典型的治痛
风，结果造成肝肾严重药物性损伤的例子。后来在一位老中
医的推荐下开始用一种古方剂———养正清酸， 三个月尿酸
降到正常值（关键是在 90天后服用保健量），而且不伤肝和
肾，肝肾功能在逐渐恢复中。陈华后悔当初没有早点用上养
正清酸。

养正清酸刚问世时，曾引发极大争议。 一些人认为，养
正清酸有这么神奇吗？ 更多人根据亲身体验力挺该药，他们
认为，痛风治疗药大多有严重的副作用，伤肝伤肾，而养正
清酸来自古方，又取自名贵中药材，而且容易被人体吸收，
安全有效，应大力推广。

痛风第一关键是降尿酸，但很多人常常选用了不适合
的药物，导致药物性伤害，非常可惜。养正清酸最神奇的是
降尿酸作用立竿见影，当天尿酸当天排，对于应酬多的人
来说，排酸方便又轻松，适合吃药怕伤肾，不吃药怕复发的
痛风高尿酸人群使用。面市以来，很多人日常使用本品，尿
酸长期正常，痛风多年不发，值得推广普及。

痛风专用药 降酸不伤肾和肝

●痛风石●男性功能下降●肾衰和尿毒症

“痛才治，不痛就不管” 糟糕！
一半以上的痛风人群“痛的时候就治，不痛的

时候就不管”，这种看似有效率的治疗策略，实际
上是痛风治疗的误区。 痛风止痛是表面，降尿酸
才是关键。 不痛就不治，这样做不仅不能控制症
状，反而会使关节疼得更厉害，因为短时间内尿

酸水平大幅度波动会诱发和
加剧痛风的频繁发作。治痛风
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天尿酸当
天排。
肾功能受损 恐怖！

七成痛风男性都表示很意
外，因为自从得了痛风病，不能

吃肉喝酒已经够憋屈的了，没想到男性功能
也明显下降。这是由于长期高尿酸腐蚀了肾
脏、阻塞了前列腺。 千万别老用那些“速效”
的壮阳药品，找准源头，控制尿酸，才是最关
键的。 另外酒肉应酬之后，一定多喝水，可使
用养正清酸，当天产生的尿酸当天排。

痛风你还要忍多久

� � 父亲今年 50多岁，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和母亲离异了， 我是父亲一手带大
的。 现在我成家了，父亲也老了，他一直有
高血压和高血脂，这几年雪上加霜得了痛
风病。

我劝他好好地治治痛风，他都是说没
事。可是最近一次发作，把父亲折磨得够呛。发病的时候，止痛药
一把一把地吃，走路都一瘸一拐。 我查了资料，证实持续性高尿
酸血症，20%的临床上有肾病变，约 5-10年后肾病加重，继而成

为尿毒症。有相当多的高尿酸血症患者死于肾功能衰竭。我心急
如焚，多方查探，偶然一次看到关于养正清酸的报道，说它比西
药安全，比中药的效果快，药剂特别容易被吸收。 这正是我父亲
需要的啊。我又四处打听一下，知道这是个口碑不错的痛风老偏
方。我给父亲买了 2个周期。让我们惊喜的是，才用一个月，父亲
的疼痛骤然减轻，血尿酸值也接近正常了，各项指标都恢复了正
常值。 我终于放下一颗心来。 父亲的大半辈子都是为了我，我不
能再让父亲晚年受折磨了。之后，父亲又巩固了一个周期，这不，
几个月过去了，痛风一次没犯过。

小偏方巧治眩晕 一贴一揭 神清气爽

河南宛西赵延庭老中医有个治眩晕失眠的绝活，不用打
针、吃药，只需每晚睡前在肚脐和脚心各贴一帖浓缩了近百
味中药的眩晕贴，上床就能入睡，清晨醒来神清气爽，全身轻
松。 使用 3—5贴，目眩、头晕，头痛、耳鸣、恶心、视力障碍等
现像基本得到控制，困扰多年的失眠也好了。 使用一个疗程，
轻度眩晕基本康复，重者使用 2 个疗程后，由各种原因引起
的眩晕症，如椎基底动脉供血不全、梅尼埃病、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颈性眩晕等症状完全消失，再巩固 1—2 个疗程，可彻
底摆脱各种眩晕症状的困扰，不再复发。

目前，赵氏老中医已将此奇方献给国家。国家组织 15位
权威专家对该方进行了改良，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为针对眩晕、头痛的（械（准）字 2010 第 1260017 号）眩晕
贴，并获得了国家专利（专利号：201130373063,9），同时还给
了个专利名字清眩通脉眩晕贴。许多饱受眩晕折磨的老人在
一贴一揭之后，又惊又喜，拍手叫好：惊的是一觉醒来，眩晕
消失了，失眠也好了，喜的是避免了口服药对心、肝、肾及其
它器官的损伤，而且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如果您是眩晕、头
痛、失眠的患者，不妨体验一下清眩通脉眩晕贴的神奇疗效。

眩晕贴 4 盒一疗程， 现在拨打电话 0731--83975707
可享受买 3 赠 1 的优惠，东塘楚明堂药店、益阳平和堂大药
房有售

顶在头上
的炸药包

� � 眩晕就是头昏眼花，很多人同时伴有头痛、失眠等症，极易
导致老年痴呆、脑血栓、脑溢血、中风偏瘫甚至猝死。口服药物多
从抑制神经入手，治标不治本，有很大的副作用，而按摩理疗，虽
然能暂时缓解一些症状，但无法调整脑部血氧供应及阴阳平衡，
所以也收效甚微。

市内免费送货，外地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前 30 名打进电话订购者，另有惊喜！

豫医械广审(文)2012080016号新食健广审（文）第 2012100263号

犹记去年，歌手许嵩做客本报时
上百个轰炸式的电话，转眼，2013年1
月19日，许嵩红牛不插电演唱会将在
长沙开唱了。创造粉丝和偶像见面的
机会， 我们相当乐意， 上次请许嵩与
你们聊天， 这次请你们听许嵩唱歌。
喜欢他没道理？那就转发此微博聊聊
你的新年计划，且“@”3位好友并成为
“三湘都市报文娱部” 新浪微博的粉
丝，10名幸运歌迷就有机会获得我们
送的20张门票了。

许嵩集作词人、作曲人、唱片制作
人、歌手于一身，是内地独立的音乐标
杆人物。而一场不插电演唱会对歌手来
说是最大的挑战之一，“无可否认，不插
电对歌手的要求会更高。因此，在准备1
月19日不插电演唱会时， 在乐器编排
上，舍弃了很多简单的乐器，给自己尽
可能最大的挑战，以争取成功挑战这一
次红牛不插电演唱会。”许嵩如是说。

此次长沙演唱会在歌曲的选择
上，许嵩也是煞费苦心。从第一张专辑
《自定义》到2012年新发的专辑《梦游
计》， 每一首都代表了许嵩的真情实
感。最终，许嵩选择了《想象之中》、《宿
敌》、《素颜》、《断桥残雪》、《灰色头
像》、《闺蜜》以及2012年新专辑《梦游
计》中的《胡萝卜须》、《幻听》、《对话老
师》、《心疼你的过去》等。除此之外，同
门歌手曹轩宾将作为嘉宾演唱《可惜
不是你》、《一篇芳草碧连天》、《当我不
在你身边》等歌曲。 ■记者 袁欣

送20张门票，想要就@三湘都市报文娱部

上次请 与你们聊天
这次请你们听许嵩

你可知道？

比完跨年演唱会开始拼春晚，央视春晚每天爆点小料吸引
观众注意，湖南春晚自然不会落人之后。7日，记者从湖南卫视
春晚导演组获悉，他们已向2012年最火的两部电影《少年派》、
《泰囧》剧组发出邀请，如果顺利的话，2月4日直播的湖南春晚
将有PI和囧神相伴。

在《少年PI》中，饰演PI的印度17岁少年苏拉一夜走红。据导
演组介绍， 目前正通过剧组与苏拉沟通时间，“2月苏拉正在上
学，剧组表示，只要不与他上学时间冲突，一定会努力达成这次
春晚之行。”《泰囧》的火爆已不需要言语表达，自然这几位主演
也成为各卫视春晚的抢手货，录了《快乐大本营》的《泰囧》剧组
似乎更青睐湖南卫视，“我们与《泰囧》剧组联系时，囧神们都很
高兴，都说上次在大本营玩得还不够，希望能参加湖南春晚。”
工作人员如是说。 ■记者 袁欣

PI和囧神参加湖南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