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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一个感
恩的季节，一个属于教师的季节。 伴随着时
光款款的脚步， 满载着硕果累累的喜悦，我
们迎来了第 29 个教师节。 在教师节来临之
际，我们对教师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为答谢许许多多的在自己岗位上默默
耕耘，无私奉献的老师们，中华慈善总会博
仕慈善基金携手长沙东大肛肠医院推出“感
恩人民教师·关注教师健康公益活动”。

活动内容
１、健康体检套餐:仅需 150 元即可享受

【血常规 + 尿常规 + 心电图 + 血压 + 肝肾
功能 + 乙肝五项 + 肝胆胰脾 B 超 + 肛门指
检】。

2、【半价镜检】电子肛门镜、结肠镜、胃
镜检查费减半。

3、美国 HCPT 微创技术减免 200 元、美
国 COOK 套扎微创技术减免 400 元、 美国
强生 PPH微创技术减免 400元、多普勒痔动
脉结扎技术减免 600 元、肛肠整复悬吊技术
减免 600元。

4、 免费建立健康档案： 每年教师节期
间，可享受健康体检一次。

5、9 月 10 日当天到院就诊，可获得精美
礼品一份。
（注：凭教师证入院即可享受上述优惠；本活
动截至 9 月 15 日， 最终解释权归长沙东大
肛肠医院所有。 ）

认清肛肠疾病及胃肠疾病发病信号
现在肛肠及胃肠疾病已经成为一种常

见病，但是还有很多人对于肛肠及胃肠病认
识不够，那肛肠及胃肠疾病具体有哪些发病
信号呢？ 长沙东大肛肠医院专家经过多年总
结，归纳出以下几种常见症状，老师们如果

发现有下列情形出现，请及早到医院检查治
疗。

肛肠疾病
1、大便不正常，一天多次或几天才便一次。
2、大便不成形。
3、肛门部红肿、发痒、潮湿，肛门周围有

肿块。
4、肛门肿、胀、痛，流脓液或血。
5、大便颜色不正常、大便带脓血。
6、大便后有下坠感。
7、 大便前后有肛门脱出或有肉瘤肿

块等。
胃肠疾病
1、上腹部胀痛、空腹痛、夜间痛、餐

后痛。
2、上腹饱胀、空腹时较舒适、饭后不适，

常因冷食、进食硬物、酸辣及其它刺激性食
物，引起症状或使症状加重。

3、厌食、消化不良、长期便秘、腹泻、食
欲不振。

4、有嗳气、吞酸、恶心、呕吐、反酸、泛
口水。

5、 经常感觉胸闷， 上腹部有烧灼感
（烧心）。

6、排黑便、血便、大便变成柏油色、暗黑
色或呕血。

长沙东大肛肠医院温馨提示：教师被誉
为灵魂工程师，是培养祖国下一代接班人的
领路者，他们的健康也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关
心。 在教师节来临的日子，我们不仅要送上
非常美的祝福，同时也会给前来就诊的老师
开辟绿色通道，做到优先预约、优先就诊。 如
有疑问可拨打活动专线 0731-88282120 或
登录 www.csgcyy.com咨询。

感恩人民教师
关注教师健康公益活动启动了

感到脸上在浮动，专家说那是色斑被吸出来了

美国飞秒吸斑
快速拯救斑点脸
神奇！
看着斑点浮动、脱落

长沙市雨花区的刘女士和色斑的斗争已
持续整整 10 年，照镜子成了她每天最痛苦的
一件事情。 为了这些斑点，刘女士想尽办法，
用过各种化妆品，起初还有些效果，但一停用
就复发，色沉还加深。直到上周刘女士在瑞澜
整形医院接受了美国飞秒吸斑治疗， 这才看
到希望。“明显感受到斑点在脸上浮动，有点
麻麻的感觉，医生告诉我那是色斑被吸出、脱
落的过程。做了一次，整张脸就干净了许多。”
说到这里，刘女士很激动。

超强吸力：
祛斑领域革命性成果

瑞澜整形医院皮肤科专家表示，色斑由于
成因复杂，治疗起来一直很棘手，加上很多女
性盲目滥用化妆品，在激素和铅汞等有害物质
作用下，皮肤损伤严重，更加脆弱。 如今，随着
美国飞秒吸斑的推出，它的超强吸力能够将各
种色斑吸得干干净净，被誉为“全球祛斑领域
革命性成果”，让无数绝望女性迎来新生。

秋天温度适宜，正是祛斑的最佳季节，作
为颠覆传统的新技术， 美国飞秒吸斑首次实
现了 6 种激光加 8 种不同波段脉冲光的搭
配，是目前国际上巨无霸型光疗组合，短短 3
秒即可直达斑根，精准定性色斑，深层、浅层
多角度将色斑瓦解，并产生强大的吸力，直接
将斑根吸出来，效果达到传统手段数倍以上。

飞秒直达：
全面吸斑新疗程

“3-7 天：肤色明显变白，浅层斑淡化，肌
肤底色渐匀。 7-14天：深层斑面积减少，肌肤
逐渐透白。 14-28 天：斑点逐渐清除，干净白
皙，肌肤细腻。 ”作为当前国际上最安全有效
的祛斑技术， 美国飞秒吸斑能够在显微聚合
能量下快速实现色斑深层色素团的分解、爆
破，将其吸出体外，斑点脱落不留痕。

飞秒吸斑光能吸附作用明显， 对付各种
色斑，均只需轻轻一扫，就能实现色斑的精准
吸出，很快自然脱落，像煮熟的鸡蛋剥掉壳一
样白嫩。

专家表示，经过夏季的强光日照，肌肤受
损严重，色斑也开始浮出表面，这个时候采用
飞秒吸斑，不仅效果明显，还能对受损肌肤起
到修复的作用。

美国飞秒吸斑有效解决：黄褐斑、雀斑、
太田痣、褐青色痣、晒斑、老年斑、胎记、色沉、
痤疮、痘印、红血丝、毛孔粗大等。

飞秒吸斑热线：0731-88277277
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雅礼中学旁
微信咨询号码：2338�9100�85

新华社8日发文指出，拥堵费或
排污费（税）等新的市场化的治堵、
治污手段的执行， 应当与中国汽车
税制改革通盘考虑， 而不是在中国
汽车整体税负畸高， 结构极不合理
的背景下固守顽疾， 并再让地方政
府以治堵、 治污的名义多剪一遍车
主的“羊毛”。

文章指出，相比美国等汽车发达
国家，中国的有车家庭在购买环节背
负的税负在全球堪称名列前茅，这不
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与之相反，
我们在使用环节的税负却偏低，节能
减排、治理拥堵最公平、最能发挥出
效力的环节偏弱。从目前发达国家汽
车税收制度看，普遍遵循“购买低税
负，使用高成本”的原则，汽车购买阶
段的税与一般消费品同等看待，但在
汽车保有和使用环节上一般税负较
重， 以此调动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因
此，中国汽车税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
是应逐步加强对保有和使用环节的
调节力度，减轻购买环节的税负。

■据新华社

环保部否认
全国将开征“交通拥堵费”
大气“国十条”下周或出台 拥堵费不会一刀切，现仅北京有

7日下午，在“城市限购与交通
拥堵的解决方案”论坛现场，嘉宾
以及媒体为“征收交通拥堵费”展
开了一场口舌大战。北京交通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被“舆论围
攻”。 首先是台下一位嘉宾询问交
通拥堵费征收时间，郭继孚虽没回
答具体时间表，但对征收拥堵费的
必要性做了一番详细陈述；随后美
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Jay�Baron博
士质疑：“收来拥堵费做什么？”

自出台之日起，交通拥堵费就
一直备受争议，黑龙江省社科院研
究员赵瑞政评价称：不去认真研究
造成交通拥堵的深层原因，就试图
通过收费来治堵，这不但是一种典
型的“懒政思维”，还会加剧社会不
公；北京市民陶明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 私家车主在购车和用车过
程中已支付了购置税、车船税、燃油
费、停车费等高额的费用，其中已包
含了城市建设、交通管理的费用。如
今若再征收拥堵费， 不但很难有效
治堵，甚至有横征暴敛之嫌。

治堵不是多剪车主一次羊毛
应以税改破解汽车发展困局

被指“懒政思维”
“拥堵费”备受争议

近日，国内众多媒体纷纷报道“拥堵费细则下周将出台”。对此，国家环保部
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副主任丁焰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纯属误读。 丁焰
称，下周或将出台的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国十条”），不是拥堵
费细则。他表示，拥堵费细则目前只是一个概念，真正出台方案最早也在明年。
丁焰进一步解释称，拥堵费是属于治理大城市机动车问题的极端手段，绝不可
能是全国一刀切的实施。

分析

日前媒体报道，由环保部牵头多个部委制定的大气“国十条”获国务院
原则性通过，条例对各省市降低PM2.5浓度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各地缓解
空气质量。丁焰表示，大气“国十条”与交通拥堵费其实是两码事。“先是由
国家发布大气‘国十条’，规定全国各地空气的治理方案。随后由北京地区开
始试行。”丁焰解释，“下周或将发布的是大气‘国十条’，而非包含交通拥堵
费的北京市行动计划。”

大气“国十条”与拥堵费混读

丁焰解释，虽然大气“国十条”方案或将出台，但这只是国家层面的大方向政策，各
市还需要根据本市情况制定相应的空气清洁计划。

目前，“国十条”计划首先由北京开始施行，随后全国同步执行。但包括征收拥堵费
在内的市级实施细则将由北京市的环保局以及交通委联合发布。据他所知，该方案目
前还只是停留在概念阶段，最早也得等到明年。

拥堵费最早明年出台方案

此前有专家分析，北京实施交通拥堵费可以采用“画圈”或者“分段”方
式收取，即市民开车进入核心区域，通过设置的“关口”时就必须缴纳费用。

还有业内人士建议可采用分段动态收费措施，即将拥堵道路分成若干
段，按交通拥堵程度收费。

对此，丁焰预计北京将通过划定区域的方式来进行征收，而且肯定是
一个闭合区域，进入该区域的车将征收交通拥堵费。

北京或划定区域征拥堵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