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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
电话：13875869988

本单位有
一批名酒
以特优价
进行处置
变卖。

好消息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
秘治：
●中风后遗症、 半身不遂、
手、身发抖、口流涎、瘫痪在
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
生、坐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
髓炎、骨结核、分期分类能在短
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
频、阳痿、男女拉尿不出痛，
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
路 6号）

0731-88812718、13975156778

彭可良遗失宁乡县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宁土合（2003)
1145号，声明作废。

彭卫东遗失宁乡县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宁土合（2001)
1242-58，声明作废。

●本人女 46岁丧偶高雅贤惠经
营企业经济稳定岁月沧桑诚寻
真诚真爱男 13760264789亲谈

真心成家女 33 岁丧偶独居温柔贤
惠漂亮，自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
诚觅顾家重情男为夫，贫富不限，
有孩视亲生 13538079925本人亲谈

公告声明

联谊 交友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男 48岁丧偶体贴脾气好经商收
入稳定特觅体贴大方重情顾家
的女士为伴本人亲听无诚勿扰

《本人征婚 13428973322》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征婚男 54丧内退经商多年有房车
双险身体健康寻贤惠善良真心过
日子女为伴可带孩 183 2079 0005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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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圆梦：本女 28漂亮富有幸
福短暂夫不育离寻健康圆我心
愿男有缘改变你我一生 18359162877

让爱重来：靓女 29家境优丧偶
无孩渴望温馨的家觅真心成家
男不嫌你一无所有 18650760590

张文文 二代身份证遗失，证号:
43122319890117524X，声明作废

严红云遗失长沙医学院临床医
学专业毕业证书,编号:108231
200506001204,声明作废。

向舒娟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
431224199107170020声明作废。

吴回娇遗失湖南省农信社定期
存单,单号:1064553786、利息
及代扣税清单,单号:10692059
41,声明作废。

邹帅,于 2013年 8月 25日遗失驾
驶证和身份证,证号均为 43010
2198811305516,声明作废。

中南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2013年
毕业生夏钦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310533104159,声明作废。

张秀君（身份证号 430525198802118563）
遗失吉首大学语文教育专业报到
证，号码：200810531300313,原证因
遗失，特声明作废。

医 疗

娱乐大嘴巴…

“野兽”与美女

近日， 韩国男星权相佑拍摄了一组时尚写
真。照片中，他身着若隐若现的透视衫或突显有
型身材的格纹正装，站在一身内衣装扮、散发诱
惑气息的女模面前，尽展型男魅力。

梁洛施与张艾嘉儿子相恋？

日前， 梁洛施现身张艾嘉新片发
布会，宣布复出。但就在大家关心她是
否真的复出还需遵守李家四条规定
时，8日， 有媒体报道其实梁洛施已经
与张艾嘉的儿子王令尘相恋近一年。
据报道， 梁洛施是通过李心洁认识张
艾嘉，“张姐对她的印象不错， 还会带
Oscar（王令尘）出席聚会，就这样跟
Isabella（梁洛施）擦出火花。”

大嘴巴：才拍新片就出绯闻，世界
真有这么小？

赵薇要像王菲瘦成名片

由于身材发福不少， 赵薇再次被
传怀孕。不过，赵薇近日在微博发出了
素颜自拍照和美食照， 也一并打破了
传言：“这些菜是我烧的却不是我吃的
(请各人放心)！长了点膘，让人胡想连
篇！真亏！减肥一周了，柠檬汁刮油很强
大~再坚持几天就出来干活啦！ 要像
@veggieg（王菲）一样瘦成一张名片！”

大嘴巴：养秋膘的日子里，与君共
勉！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名慧

被《小背篓》吸引
学声乐是梦想，也让她成长

1990年出生于湖南湘阴，8岁时偶
然在家中听到父亲的录音机里放出宋
祖英的《小背篓》，被歌声深深吸引住的
胡琳那时就在心里许下心愿：“以后我也
要唱这样的歌”。13岁那年，她正式开始学
习声乐，17岁时胡琳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
乐歌剧系民族唱法，师从王士魁教授和李
琳老师……能有这样称得上“顺风顺水”
的声乐道路，需要那么点运气，更靠人后
的刻苦努力，可胡琳说她乐在其中：“要说
苦，谁不苦呢？记得小时候去老师家学
唱歌，要走过两条河，南方的冬天又特
别湿冷，每次人都冻麻了。但我喜欢唱
歌，所以不觉得苦，反而很享受。”

大学四年， 胡琳参加的活动不少，
拿回的奖也不少， 但在她看来，“文华
奖” 止步初赛才是对她影响最大的。胡
琳说：“第一反应是失望、泄气，还好很
快调整了过来， 以前确实会想成名那
些，但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唱好歌。从青
涩到成熟，我感谢这个坎。”

试衣服以小时计
音乐会是汇报，更是感恩

大学毕业就能举办自己的个人音
乐会，很难得，但筹备音乐会，才让胡琳
真正体会了什么叫“做好一件小事都很
难”：“比如海报设计了近10版才定稿，4
套演出服也是一直在改，可能很多女孩
子享受试新衣服的过程，但如果跟我一
样，为了确定服装细节，一套衣服一试
就是一个小时，那就美梦成‘噩梦’了。”

不过，在胡琳看来，做好每一件小
事都是为了呈现一场更好的音乐会，因
为“这是汇报，更是感恩”。胡琳特别把
音乐会的主题定在了“看见你们格外
亲”：“第一，正是唱这首歌，我敲开了中
国音乐学院的大门。第二，因为在我成
长过程中得到了我的父母、启蒙老师以
及众多家乡父老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所
以这次我选择在我的家乡湖南开音乐
会，感谢他们。”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名慧

“欢迎萌娘、萝莉袭警”？
我和小伙伴都吓坏了

日前，哈佛大学“传递橙子不
用手” 的迎新招式引发网友热
议，中国的大学生也不甘哈佛把
风头全抢了。近日，腾讯微博网
友@路边社滨海分社发布的一条
微博把我和我的小伙伴都吓坏
了， 微博内容是：“欢迎各种萌
娘、萝莉、御姐 、萌妹到 110袭
警。”110？袭警？什么情况？通过
核实， 这条微博中提到的“110”
并非报警电话，而是该宿舍的宿
舍号。 对于这样的迎新告示，网
友@行客未归时开玩笑说：“到
110去自首。”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涛

邀10个人去“穿越火线”

战争片《穿越火线》将于9月
13日在长沙上映。不过，9月11日，
影片将在长沙芒果博纳影城举办
提前看片会， 影事圈邀请10名读
者和我们一块“穿越火线”。

《穿越火线》 讲述一名年轻
母亲为了拯救不幸深陷战区的
儿子，只身奔赴战场的故事。也
许亲情戏份容易打动女性观
众， 但片中的战争场面一定更
能吸引男性观众。据悉，影片不
仅动用了近2000名真实士兵参
与拍摄， 武器道具方面更是有
苏-24轰炸机等100多件重型装
备亮相。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名慧

时间：9月11日周三下午3点
地点：芒果博纳国际影城
抢票方式： 微博关注@三湘

都市报文娱部，转发送票微博，或
者加入影事圈QQ群237054303。

李谷一、宋祖英、张也……都说湘
妹子撑起民歌半边天， 前辈们成就卓
越，而“湘江后浪”也在努力向前拍打。
记者近日得知，9月17日在湖南音乐
厅， 从洞庭湖畔走出的90后女生胡琳
就将通过她的歌声向家乡父老唱出
“看见你们格外亲”。

… 小贴士

民歌半边天，又多了一个湘妹子
90后胡琳下周长沙办专场音乐会
她最想对家乡父老唱：“看见你们格外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