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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高官被监听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英国
《卫报》18日依据美国“棱镜”
情报项目曝光者斯诺登提供的
文件报道， 隶属于国防部的澳
大利亚信号理事会曾监听印尼
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及
其妻子以及多名政府官员的手
机通信。

消息一出，印尼政坛震怒。
外长马蒂·纳塔莱加瓦告诉

媒体记者，印尼决定召回
驻澳大使。

两国关系陷入紧张

澳大利亚和印尼关

系密切，是战略合作伙伴，但两
国关系最近陷入紧张。 澳大利
亚媒体10月底首次披露澳方
情报部门在驻亚洲一些国家的
使馆从事间谍活动， 并与美国
情报机构共享情报。 而有关澳
方驻印尼外交使团在印尼实施
电话监听和数据搜集的报道引
发印尼不满。当时，印尼召见澳
大利亚大使。

就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18日再爆猛料前，印尼副总统
布迪奥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
说：“邻邦出现摩擦是正常的
事。”

但是，印尼政府18日的表
态强硬许多。 外长纳塔莱加瓦
告诉媒体记者， 澳方做法不仅

不体面， 还违反两国法律和国
际法，“将对两国关系产生严重
影响”。

澳要步美国后尘？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18
日在接受议会质询时拒绝评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他
说：“所有政府都在搜集信息，
其他政府也在搜集信息。 澳大
利亚政府利用包括信息在内的
所有可用资源帮助我们的伙伴
和盟友，而不是伤害他们。”

澳大利亚绿党领袖米尔尼
认为澳大利亚已步美国的后
尘，因监听活动而触犯众怒。

■据新华社

女人经血少、闭经
别等绝经才后悔

最近，劳动西路张女士电
话求助，说她今年的经血量越
来越少，很稠，一块块的黑色
血块,�总提前一两天来， 但三
四天就没有了，她很害怕哪天
就绝经了。 张女士今年才 45
岁, 这种情况已快两年了,�她
还发现自己这两年黄褐斑长
了很多，皱纹加深了，还出现
了妇科病，是不是身体出了大
问题呢？

医学普遍认为，女性的经
量少于 30 毫升， 或者点滴即
净，经期缩短不足三天，属于
月经不调中的月经稀少，如果
不及时调理发展下去往往就
产生了闭经。正常的一次月经
出血量约为 60 毫升左右，检
查自己月经量是否正常有个
非常简单的方法， 一般来说，
每个周期的卫生巾用量不超
过两包（10 片 / 包），如果每次
一包都用不到，而且每片的血
量很少，就属月经过少。

我市著名老中医赵子夫
先生指出，像张女士这样的人
非常多，现代女性往往因为人
流、减肥、避孕药、环境污染、工
作生活压力烦躁、 抑郁等因素
造成气血亏虚。无血可下，气不
上盈， 血不下达， 气血循环淤
滞，如枯草一般，就出现了经血
量少。 另外，气滞血淤，经血就
在宫内长时间淤积， 所以产生
了黑色的血块。 女人一旦出现
经血少， 闭经往往犹如枯草和
死水一般，气血不充盈，皮肤容
易起色斑、长暗疮，没水分，干
枯发黄，皱纹、鱼尾纹、大眼袋
等；有的人常感头晕乏力，失眠
盗汗，潮红潮热；有的人房事时
感觉疼痛，阴道干涩，阴道炎、
宫颈糜烂常找上门。

女性的月经周期切忌三
点：一怕不准，二怕量少，三怕
短促。 女人月经不好，老得特
别快，衰老加速就像一列失控
的火车再也无法阻止， 驶向

令女人可怕和胆寒的人生尽
头。所以，女人经血少，闭经比
绝经更可怕。

百年老字号“华天宝”有
一个流传了 400 年专治女性
经血少、闭经、月经紊乱，能推
迟绝经的方子， 十分灵验：当
归 60 克、佛手 45 克、丹参 60
克、 玫瑰花 15 克、 代代花 50
克、香附（制）60 克、牡丹皮 60
克、郁金 50 克等 12 味药小火
煎煮 48 小时， 然后每 100 克
加 200 克蔗糖， 加热融化，反
复熬制， 最后成棕黑色的膏
剂。 此方为调经圣品，滋阴养
血，内调外养，可破淤行气，使
气血充盈，排出子宫、卵巢内
有形无形的积滞物，恢复宫巢
功能。 月经完全恢复正常，皮
肤细腻光滑恢复弹性，皮肤红
润有光泽， 色斑皱纹减少，心
烦气躁现象消失， 就连闭经 1
年左右的人调理 20 天后月经
也能回来。

现在这个方子无需费时
熬制，市民在我市东塘楚明堂
大药房(原楚仁堂，神禹大酒
店旁）、 养天和东塘星城大药
房、芙蓉区：火车站阿波罗药
柜、天心区:平和堂（五一店、东
塘店）、南门口好又多药柜、岳
麓区: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株
洲： 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湘
潭:贵富康大药房（市一中对
面）、常德：武陵阁大药房就能
买到这个方子的成药，叫华天
宝牌肝郁调经膏，价格非常便
宜，并有买 10 赠 2、买 20 赠
5、买 30 赠 10 的优惠，一天两
次，非常方便，开瓶即食。 长期
服用或者间隔服用，月经越调
越顺，美容养颜，延缓衰老，留
住宝贵的女性魅力。

咨询热线：0731-
8227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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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
说： 疼不
死人痒死
人。 瘙痒
难耐，抓
破皮 、挠
出血 、热
水烫、用

针扎、铁刷擦、刀背刮……打针
吃药、抹激素、用偏方，方法用
尽、瘙痒就是止不住。 痒得揪心
刺骨、坐卧不安、彻夜难眠。

霍氏“鲜清”是日本京都本草
株式会社首席科学家“基因双酶
疗法创始人” 上原优太院士针对
皮肤病发病根源的尖端基因产品，
针对皮肤瘙痒， 靶向定位研制，无
论是脚气钻心痒、 紫外线过敏痒、
湿疹糜烂痒、皮炎灼热痒、银屑病
浑身痒……均可喷喷就好！

据介绍， 皮肤瘙痒是风邪、
湿邪、燥邪、火邪及菌虫等邪毒
侵入体内所致。 皮肤瘙痒，痒在
表皮，根在基因。 如果把痒比做
草，那么基因就是草的根，割草
不断根，就会春风吹又生。 也就
是说，皮肤瘙痒，光止不断，没完
没了。 根治瘙痒不反复，必须从
基因入手。

霍氏鲜清不仅一喷就止痒，
还会感觉从皮肤里冒出丝丝凉
气（祛风邪），或是渗出一层珠状
液体（祛湿邪），或是皮肤微微发
红（祛燥火邪），或是出现一些异
味粘稠物（杀菌虫），这就是脱出
体内毒素，不仅让皮肤瘙痒痛苦
解脱，而且多年的手足癣、体癣、
头癣，股癣、湿疹、皮炎、银屑病
等皮肤病也逐渐痊愈。 脚气掉
皮、干痒脱皮、溃烂破皮、色素沉
着及粗糙肥厚的皮肤都恢复光
鲜亮泽，皮肤瘙痒不再复发。

自霍氏鲜清上市以来，凡用
过的患者无不叫绝称奇，老患者
反馈说： 这药水喷上就不痒，断
痒真是有劲儿！ 脚气糜烂、一片
片的湿疹、皮炎、晒出的小疙瘩
都好了！ 凉嗖嗖的立马不痒，抹

上不到一天，水泡变蔫吧，脓水
也没了……眼瞅着脱出毒来，多
年的奇痒再没犯过，神啦！

感受第一喷：感觉喷液直往
皮肤里钻，清清凉凉，立刻就不
痒了；

3-6 天： 皮屑脱落,�红斑明
显缩小消失，丘疹逐渐消失；

10-15 天：重症顽固皮癣患
者全部皮痂脱落，开始长出新鲜
肤质；97%以上的体、手、足癣已
治愈， 外表看不出从前得过皮
癣；

20-30 天：受损的皮肤免疫
基因得到修复，并恢复皮肤自我
免疫屏障，使绝大多数的顽固皮
癣患者快速解放，再也不用遮遮
掩掩！

活动提示：购买 1 盒 120ml
或 2 盒 20ml 都 可 赠 送 1 盒
10ml 试用装。请您先使用赠送鲜
清 10 毫升赠品， 如有任何不满
意，在正常商品未被拆开的情况
下，3 天内凭售后服务卡可无条
件全额退款所购商品。 绝不让你
多花一分冤枉钱！

咨询热线：0731-

82274611
�������专销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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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
蓉区：火车站阿波罗药柜、天心
区:平和堂（五一店 / 东塘店）、南
门口好又多药柜、新开铺新一佳
药号、开福区：东风路楚济堂药
房、 岳麓区: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
号、星沙：旺鑫大药房、通程新一
佳大药房、株洲：贺家土健康堂
大药房、湘潭：贵富康大药房（市
一中对面）、 常德： 武陵阁大药
房、岳阳：为民药店(九龙商厦对
面）、益阳：平和堂大药房、衡阳：
国兴大药房、娄底：天天好大药
房、吉首：博爱大药房、郴州：富
民大药房、永州：冷水滩康源大
药房、怀化：东方大药房、张家
界：採芝堂大药房

上原优太院士

皮肤奇痒 基因止痒
有绝招

内痔

外痔

混合痔

便血

肿物脱出

黏液外溢瘙痒

2012 年 4 月，由中华中
医药研究院举办的“治疗痔
疮慈善行”公益活动在北京
隆重启动，作为本次活动的
指定产品 -- 孝铭肛宝获
得了来自治疗痔疮医学研
究领域的 300 多位专家学
者的一致认可。

孝 铭 肛 宝 （专 利
ZL02281143.5）采用百年痔
疮秘方，中药为原料，最新
的“抑菌贴”剂型为患处直
接给药，药物通过皮肤直接
吸收，活血化淤，清热解毒，
润肠通便，去腐生肌，药物
24 小时不间断发挥作用，
直接迅速使淤堵的静脉化
解疏通达到快速治愈。

使用 20 分钟： 疼痛消
失，药物成分渗透内外痔；1
天消除内外痔发炎脓肿，排

便畅通省力；
使用 6 天： 痔疮消失；

出血伤口治愈； 一个疗程：
干净消灭痔疮，肛部和直肠
完全康复。

孝铭肛宝适用于内痔、
外痔、混合痔、脱肛、便血、
肛门脓肿等肛门疾病，每日
2 贴，方便卫生，随时使用。

孝铭肛宝发明人于恩
铭教授建议：一般患者使用
18 天干净利落解决痔疮，
老痔疮严重患者需坚持连

续使用 36 天。
咨询热线：0731-

82273542
活动：买 10赠 4��

�������专销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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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区 :平和堂药
号（五一店 / 东塘店）、南门
口好又多药号、 岳麓区：河
西通程新一佳药号、 株洲：
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湘
潭:贵富康大药房、常德：武
陵阁大药房、岳阳：为民药
店（九龙商厦对面）、娄底：
天天好大药房、怀化：东方
大药房、益阳：平和堂大药
房、 衡阳： 国兴大药房、吉
首：博爱大药房、永州：冷水
滩康源大药房

痔疮不手术 贴了就能除

近日， 众多疝气患者走进劳动西路东
塘楚明堂购买疝立消贴, 都说多年的疝气
没想到一贴就好了!
�������据了解外用贴剂疝立消肚脐治疝气源
于百年秘方，很方便，不吃药不手术、无创
伤、无痛苦、无副作用，每天只需用一贴即
可，最适合老人和小孩。

疝气在活动期（疝包在平躺或用手推
挤时能够缩回），是临床不用手术或打针治
疗的最佳时机。 被誉为“治疝神医”的岭南
名医何林生老先生，祖辈专攻疝气病。做为
最早一批享受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
家， 年逾百岁的何老独创的肚脐填药治疝
气的方法对老人、 小孩疝气消除有神奇效
果，患者一般使用当天不自觉放屁，腹部压
力消除，坠胀、疼痛感立即减轻。 15 天疝囊
回缩，走路、活动都无任何不适感。 30 天各
种疝气、鞘膜积液完全清除，咳嗽、喷嚏、啼
哭、劳累都不会复发。

年逾百岁的何老对现在一些利用患者
敛财有违医德的行径非常愤慨， 将祖传秘
方“通脉消疝方”精提深制 36 味名贵中药，
研制成不手术、不打针、不吃药轻松消除疝
气的疝立消必康贴，现已在我省上市，让千

万被误治的疝气患者走出误区， 快速摆脱
病痛，被患者称颂为消疝奇药。

疝立消必康贴五大特点：1.方便：不用服
药，无需手术，每天只需用一贴即可。 2.安
全：无创伤、无痛苦、无副作用、避免手术危
险，最适合老人和小儿使用。 3.高效：磁芯
助药力、1贴见效。 快速缓解腹胀、腹痛、便
秘、绕脐腹痛、恶寒肢冷、筋脉拘急等症状。
4.快速：疝立消必康贴 1-2 疗程：疝环闭
合，腹股沟韧性增强，从根本上防止内容物
破虚而出！ 5.临床中医验证：疝立消治疗平
躺时能自动回纳的疝气及患病 2 年内核桃
大小疝囊的患者 1-2 疗程即可恢复。

贴疝立消必康贴时配合疝气带，用药
不久疝包即可消失，持续一周期，使网膜再
生至一定厚度再停用，专防复发。

现已开通专线：0731-85134061。打进
电话前 20 名者,买 5�盒赠 1 盒再赠专用疝
气带一条。 疝气患者也可直接到东塘楚明
堂（原楚仁堂）、养天和东塘星城大药房、株
洲：健康堂大药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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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货到付款

巧除疝气 老中医：
只需埋药肚脐

桂药广审（文）第 2013010007 号

挪威《世界之路》报等主要
报纸19日报道说， 挪威成为美
国“监控门”的又一个受害者，

在去年底至今年初的30天时
间内曾有3300万次手机

通话遭到美国监听。
该报道援引一

份据信来自美国
“棱镜门”揭秘者爱
德华·斯诺登的秘

密文件。报道说，就挪威500万
人口比例来说， 挪威成为遭美
国监控最为严重的国家。

当天，挪威基督教人民党和
自由党要求挪威首相埃尔娜·索
尔贝格对这一事件作出强烈反
应。 自由党领袖特里娜·格兰德
对媒体说，“这一事件太让人震
惊了，他们（美国）监控了我们
所有的挪威公民”。挪威基督教

人民党领袖克努特·哈雷德也
表示， 挪威必须就此事件要求
美国作出明确解释。

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
格10月28日曾表示，挪威将就
挪威官员是否遭美国监听问题
同美国进行接触。她说，挪威和
美国是紧密盟友， 在情报领域
有着密切的合作， 双方不能制
造互不信任。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9日表
示，中国政府准备派往菲律宾灾
区的应急医疗队已整装待发，一
旦获得菲方许可将立即赶赴灾
区。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菲律宾总统府发
言人17日对中方提供救灾援助
表示感谢，并表示菲方正在评估
是否需要中国医疗队前往救灾。
菲方是否已就中国医疗队赴菲
事作出回应？请介绍中方运送援
菲物资的最新进展。

洪磊说，目前菲方尚未确认
中方医疗队可以赴菲，中方正就
此同菲方继续保持沟通。中方提
供的帐篷、毛毯等人道主义紧急
救援物资已于18日和19日陆续
运抵菲律宾并完成交接。

此前，菲律宾一名不愿具名
的国会议员透露，“海燕”重创菲
律宾第二天，中国灾难应急的相
关部门即提出派遣两架747飞机
将救援物资运至菲律宾宿务，因
未获得菲政府的降落许可，最终
援助没能实现。“中国的反应是
迅速而积极的，一开始我们的政
府很犹豫，后来国际救援越来越
多，这件事对政府也就显得不那
么棘手了。”这名议员称，中国建
议派遣医疗队赴菲已有数日，但
菲政府对此回应也不积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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