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6日，长沙市金海中学，不少学生在学校教学楼里活动。

记者 龚磊 摄

1月26日中午时分， 大量学生从位于长沙市东塘服装交易大楼旁

的一个院子里走出来。 记者 龚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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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清毒胶囊康复泌尿疾病有保障

生物制剂美国清毒胶囊的问世全面打破传统治疗方法，泌尿疾病 1 盒见效只需 36 元

美国清毒胶囊康复原理

美国清毒胶囊口服进入人体内后，内含的高活性酶对细菌和病毒极

其敏感，跟踪追击破坏细菌和病毒，并通过循环系统将其源源不绝地通

过尿液排出体外。

首先能见到尿液颜色发生变化。 随即相关症状减轻，随着细菌和病

毒不断地排出，身体逐渐康复，尿液也随之恢复正常，症状完全消除，得

以康复。

美国清毒胶囊六大保证

1、本品服用 30 分钟，肿、胀、痛、痒、溢、脓、异味明显消失；

2、任何购买美国清毒胶囊的患者在服用本品当天，可以感觉到有毒致病

菌通过尿液从尿道中排出；

3、初发单纯感染患者，只需口服一次；

4、一般患者仅需一疗程；

5、反复感染比较严重者 2-3 疗程即可；

6、少数特别严重患者 4 个疗程基本康复。

指定经销：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神禹大酒店旁）、五一广场王府井大药

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红星步步高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超市内）、火车站

楚明堂大药房、汽车南站楚仁堂大药房、星沙：新一佳楚仁堂大药房 株洲：

健康堂大药房（贺家土）市内免费送货，省内免费邮寄

●服用本品 30 分钟在血液中可达高峰，对病菌、病毒、病原微生物

具有靶向识别功能，3 小时尿液即可发生改变；

●非淋菌性尿道炎（支原体、衣原体）感染 3 小时后棕红色的毒素

随尿液排出；

●妇科疾病（膀胱炎、宫颈糜烂、附件炎）：3 小时后尿液呈粉红；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引起的尿频、尿急、尿刺痛、尿滴白、尿不

尽）：3 小时后尿液深红；

●生殖器疱疹：3 小时后尿液发红；

●病毒疣：3 小时后尿液呈黑红色。

3小时全面打消

泌尿疾病患者顾虑

郑重承诺：美国清毒胶囊是目前适用于男女泌尿疾病，费用更低、疗程更

短、效果更快的有效生物制剂。 美国清毒胶囊用实效说话，现向广大患者郑

重承诺：买一大盒送一小盒，服用一小盒无效凭信用卡全额退款！ 按疗程服

用，个别未愈患者，厂家单独免费提供药品，直至患者康复为止。

零风险购买 让所有患者作证

试服一小盒 当天无效全额退款！

专家咨询：0731-87289227

本报1月26日讯 大象是

陆地上最大的动物， 力气大得

惊人。如果，大象和100个小朋

友比赛拔河， 到底谁会赢呢？1

月31日（星期日）下午2点，长沙

动物园将联合本报征集100名

小记者，跟大象举行拔河比赛。

亚洲象姐妹“果攀”、“哆

米”到长沙动物园快一个月了，

现在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哆

米”，今年30多岁、“果攀”今年

20多岁，“姐妹俩” 体重都超过

了3吨。 别看它们体型笨重，却

是动物园的表演明星。“姐妹

俩”能表演点头、倒立、站立、吹

口琴、 圆桌表演（站立、 舞蹈

等）、过凳桩、象鼻按摩、踢足

球、人象拔河（互动）、人象呼啦

圈（互动） 等20多个节目。“果

攀”、“哆米”最拿手的节目就是

拔河，1月中旬，15名大力士和

30多名游客向“果攀”、“哆米”

挑战，不到10秒钟就败下阵来。

1月31日，100名三湘华声小记

者将组队向她俩挑战。

“跟大象开展拔河比赛选

手将设置一定的门槛，首先必须

是三湘华声小记者， 有小记者

证，其次要身体健康，胆子大。”

长沙动物园将联合本报征集

100名小记者，符合条件的小记

者 请 赶 快 拨 打 电 话

15116383431找王老师报名。本

报将最快拨打电话的100名小记

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提供给长

沙动物园，被选中的小记者将获

得跟大象合影、和大象转呼啦圈、

和大象踢足球的机会。

本次拔河比赛时间定在1

月31日（星期日）下午2点，如果

天气原因推迟的话另行通知。

大象属于热带动物， 气温低于

10度以下，容易感冒。

本次活动三湘华声小记者

可凭证免费参加， 想参加的小

记者现在就可找小记者俱乐部

王 老 师 报 名 ， 报 名 电 话 ：

15116383431。 ■记者 王文

实习生 高乔婕 李潇潇

长沙市民黄先生的儿子失踪

了，留下字条说去景区游玩，不想

一走就是5天。

1月20日下午， 读高二的黄

健（化名）放寒假了。和平常一样，

他从学校回到家， 呆在家里看电

视。吃完晚饭后，黄健再三向母亲

张女士提出想出去玩的要求，因

为担心儿子出去上网玩游戏，张

女士没有答应。大约七点半左右，

黄健提着一袋垃圾说：“妈， 我出

去倒下垃圾！”

张女士立马跟了下去， 到一

楼时黄健已经没了踪影。回到家，

张女士在黄健的书桌上发现一张

用透明胶黏着的小纸条， 上面写

着：“几个同学约我去一个风景区

玩玩，过两天就回。”

如今，5天过去了， 黄健到现

在都没有回家， 也没有给家里任

何音讯，可把父母给急坏了。他们

怀疑儿子是上网玩游戏去了。

“我们查了他的卡，里面少了200

元，肯定是拿去玩游戏了！”张女

士着急地说， 黄健一直很乖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出去过，他走时

身上什么也没有带，不知道他现

在怎么样了。

“这5天我们找了不少地方，

周边的网吧、旅馆能想到的地方

都去找了。”黄先生说，实在没有

办法，还报了警。

省儿童医院保健所主任钟

燕提醒家长们，在假期里，家长

的引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应

该引导孩子们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如打球，陪孩子登山、旅游

等， 还可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

各种有益的团体活动， 有意识

地将他们的兴趣从互联网中转

移出来。

■实习生 罗葛妹 记者 张文杰

教育局三令五申严禁集体补课，仍有少数学校暗渡陈仓

高二生租场地补课，不准穿校服

2010年1月7日， 长沙市

教育局下发《关于认真做好

学期结束工作和寒假活动安

排的通知》， 其中明确规定：

本学期学校因设置自考、成

考、 学业水平补考及考查考

点和抽调教师担任监考工作

以及因甲流等因素耽误的课

时，可以在假期内如实补足；

除高三年级可以在寒假补课

1—2周外， 严禁以其他任何

理由和方式组织学生在寒假

期间成建制集体补课。 严禁

以补课为名向学生收取任何

费用。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朱小娟

本报近来接到长沙不少学生投诉，称学校不按教育局的

规定，要求学生补课。

近日，记者对其中几个学校进行暗访时发现，有学校为了

补课，竟然将全年级学生“搬迁”到某培训中心的教室，禁止学

生穿校服来掩人耳目。见记者来了，老师竟马

上解散学生。

1月26日， 记者来到长沙

韶山中路， 绕过东塘服装交易

大楼，从一个名为“和锐快捷酒

店”的大厅里进去，走过窄窄的

楼梯， 到四楼就能看到成排的

临时教室。 教室之间用几厘米

厚的空心木板隔开， 刷成了白

色， 在楼梯间就能听到老师的

讲课声。

教室里摆着整齐的课桌，

桌面上留下很多课本， 课本上

清晰地看到“天心一中高二”等

字样。 每个教室的黑板旁边，

都贴着密密麻麻的课表。

在楼梯间清扫的工人告

诉记者，几天前，这里突然多

了几百名学生，她打听了才知

道是天心一中高二的学生在

这里补课。

察觉到有记者来了， 老师

在上午第四节课前宣布下课，

还说下午也不用上课。 记者表

示要采访几个老师， 他们只是

挥挥手称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培训中心来了群高中生

见有记者采访， 马上有

一群同学围过来介绍情况。

长沙市天心一中高二的

学生们已经在这个培训中心

上了几天课了， 上课之前有

自称培训中心的老师以班为

单位，收了每名同学385元的

补课费。 天心一中高二的10

个班都在这栋楼里上课。

来补课的都是平时上课

的老师， 上课的内容都是高二

下学期的新课。

为了不引起注意， 学校老

师规定学生不准穿校服、 不准

到教育部门投诉， 更不准接受

媒体采访。 不少同学向记者表

示，为了表示抗议，他们故意穿

着校服， 还给媒体打电话。“要

补课就补， 干嘛这样偷偷摸摸

啊！”

不准学生穿校服来补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学

生们很担心他们的安全问题，

补课的地方并不是达标的教

学楼，楼梯间很窄。“我们仔细

检查过4楼，安全出口标志指

向阳台，可是阳台根本就没有

出口。万一起火了，难道要我

们跳楼啊？” 一名男同学指着

四楼的阳台说。

记者就高二学生补课一

事，联系了天心一中教务主任

刘庆红，刘主任表示，学校早在

本月23日就已经放假， 不可能

安排补课，可能是学生家长自发

组织学生去民办学校补课。

无独有偶，1月26日， 记者

在金海中学里看到， 学校校园

里有很多学生在活动。 金海中

学校办公室王老师告诉记者，

现在在学校的学生有些是因为

甲流落下课程或是由家长托管

留在学校的学生。

该校教导主任否认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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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寒假严禁集体补课

一场拔河赛， 大象

PK百名小朋友

快来报名！ 三湘华声小

记者可凭证免费参加

谎称外出游玩，17岁男孩失踪5天

专家：家长要引导孩子参加社会实践

1月19日，长沙动物园，大象

“哆米”在和游客比赛转呼啦圈。

记者 田超 实习生龙岱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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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眼下，长沙市中小学开始陆续放寒假，孩子们欢欢喜喜回家了。有专家认为，之所以放假，是从天气与人自身疲惫等因素，在这段

时间学习效率较低，而适当休息则有助于下一阶段更好的学习。

本报编辑部提醒各位家长：寒假中，家长还是应该对孩子的作业进度适当指导，让孩子张弛有度。除了巩固功课，也让他们多参加

一些社会活动，还可以有意识地给孩子派些家务活。家长还应该考虑到过年的气氛，春节前后让孩子尽情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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