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留过情，和梅婷结过婚 和李小冉有过绯闻

绯闻太多 鄢颇挨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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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国文遗失户口内页， 身份证号

430111194812122218，声明作废。

奥数老师

15173126328

8人 小班

82545150

主攻语数理化英

育英家教

长沙市雨花区雪芙莱洗涤设备经营

部遗失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于 2008 年 7 月 29 日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

码：L222192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茆田新型建材厂遗失中国

人民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准

号：J5510006946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恒运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核发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

号：7700584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姜超云遗失湘律协字第 955 号

2009 年度申请律师执业人员集

中培训结业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斯瑞纸业有限公司遗失由

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09 年

2 月 20 日颁发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079127 (2 -1)的营业

执照副本一本，声明作废。

长沙斯瑞纸业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9 年 2 月 23 日颁发的号码

为 685008012 的组织机构代码

证 IC卡一张，声明作废。

公 告

2010 年 5 月 19 日，我局专卖稽

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在衡阳市

解放大道路段查获车牌为湘

D92223 号客车运输卷烟 50 条，

请当事人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到我局接受处理，逾期我局将依

照《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的规定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公 告

遗失声明

吴正华遗失宁乡县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宁（2）国用（2003）第

1175 号； 遗失宁乡县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宁土合（2003）

442号，声明作废。

公 告

�������我局于 2010 年 6 月 3 日

会同相关部门在京珠高速公路

新塘段， 于车牌号为湘 C06651

的货车上查获一批无烟草专卖

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请

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

我局接受调查处理，逾期则按相

关规定处理。

衡山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10 年 6 月 6 日， 我局专卖稽

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在衡

阳市珠晖区衡州大市场顺达快

运部查获运输卷烟 150 条，请当

事人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

局接受处理， 逾期我局将依照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的规定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全新高档装修办公家具电器特

别齐全， 进场即可办公，320 平

米，8间办公室，大会客厅，银盆

南路附近。 电话：15898513333

写字楼转让

遗失声明

北京中公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遗失由湖南省长沙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 2008 年 12 月 23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 68282512-1，声明作废。

转让 出租

宁乡县东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124000018200（1-1）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周汉明遗失宁乡县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证号：宁（2）国用（2003）

第 1174号，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俏黑桃化妆品店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

代码号：L076928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宏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戴 必 勇 43232619760810921X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出售

莲湖汽配城 4房 2厅 2卫 146㎡，5F

精装全套房 13874966609 张

门面转让

车站中路 16m

2

优价转让 13203142296

房屋出租

解放四村二室一厅， 家电齐

全交通便利。 13787160022 彭

家教 家政

0731-84190101�

监督：84190707 宁乡点：82373601

传真：0731-84190202 QQ：602058576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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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14个市州全面覆盖 小小投入大大回报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 国 家 中 药 保 护 品 种 （保 护 号 ：

ZYB2072002262-1）国家医保品种(医保号 227

号)国家专业出口企业生产

血小板是人体唯一的“血液卫士”，对血液

循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起到阻滞作用，如

同河流的堤坝一样，疏忽不得。

唐龙维血宁主治： 血小板减少和血小板减

少引起的紫癜；癌症放化疗引起的血小板减少；

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引起的血小

板减少及各种出血。

热线 ：0731-88941060���

��������湖南省唯一指定销售地点： 长沙市解

放西路 136 号蓝色地标大药房 (省人民医

院斜对面 ) �

��������详情：8008408904

�������治疝气， 医学界一直在寻找药物治疗来代

替手术。现在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国自主研

制开发的国药“唐龙济生橘核丸”一举打破了手

术治疝气的旧思路， 以确切的疗效赢得了广大

患者的信赖。 唐龙济生橘核丸被患者称为不开

刀治疝气的圣药，其“三步回纳法”治疗疝气的

机理已得到世界医学界的广泛认可。 除了具有

体积小，高浓度，易吸收，服用方便外，唐龙济生

橘核丸还具有无毒副作用，安全高效。同样适合

儿童服用！

咨询热线：0731-88634947�

�������买药免费配送疝气袋，增强疗效不花钱！

地址： 长沙市解放西路 136 号蓝色地标大

药房(省人民医院斜对面)

��������通知：前二十名咨询者免费赠送疝气贴

唐龙治疝气：内服+外用不开刀 让你的血小板升起来

�������小浩 6 岁说话不清，脚尖着地，站不稳，

手抓不牢东西。 父母每次带他外出， 都受歧

视，甚至听到“他们家肯定做了缺德事……”，

但为了他，父母四处求医……

去年 9 月，父亲同事说，他们小区有个

10 岁孩子也是不能说话走路，采用脑瘫 721

康复方案（配合使用神经生长因子 NGF 和

神经节苷脂 GM 修复受损神经基础；再配合

专业康复锻炼和特殊教育方法）说话走路正

常了。

小浩采用该方案 3 个月后说话清晰，脚

跟着地，5 个月能站稳，独自走路，不仅会用

筷子还能叠纸玩具……

喜讯！ 近期特邀知名脑病专家鞠建英主

任率南京、上海等地脑病专家组走进长沙，现

场提供免费咨询并制定脑瘫 721 康复方案，

专业理疗师亲授穴位按摩手法， 赠权威脑健

康杂志。 详询：0731-82227529���

�������株洲 26715210����邵阳 6922633���

�������娄底 6179010������衡阳 6109067

�������近日笔者听说：家住长沙 6 岁脑瘫小浩，奇迹般好了：说话走路正常，还能背唐诗、叠

玩具……

奇，6岁脑瘫 5个月好了

与天气一样火的，是长

沙遍地开花的选秀活动。花

儿快男正让观众目不暇接，

11日，以歌唱实力为标准的

浙江卫视“爱唱才会赢”又

在长沙开设赛场抢人。

除了没有电视平台播

出，“爱唱才会赢”的分赛区

选拔与当年的“明星学院”

十分相似，现场设点，爱唱

歌的男女都可报名。为不与

快男花儿正面交锋，主办方

已备好了对策：“我们只要

真材实料的唱功，不要噱头

和雷人，所以和快男花儿是

差异化竞争。” 据介绍，“爱

唱才会赢” 将在长沙海选3

天，获胜者可代言银鹭花生

牛奶或签约海碟唱片。

■记者 袁欣

蓦然回首， 发现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接下来呢，是低头

擦肩而过，还是要为心中萌生的

爱意而大声说出来？6月25日晚

8:00，让小剧场话剧《偷偷爱》

告诉你：低头擦肩而过的充其量

是感情的自娱自乐，大声说出来

的才是鲜活可人的爱情。

在这个以“暗恋”为线索的

《偷偷爱》里，薯仔呵护着同公司

的婷婷，虽然在公司的节目汇演

上扮演强盗，以婷婷为人质要挟

经理，实际上却是对婷婷呵护备

至，甚至傻到真帮她和那位经理

牵线搭桥。 孰料戏里还有戏，当

婷婷真的置身抢劫犯的刀口下，

经理能英雄救美吗？ 薯仔还会默默

忍受，“袖手旁观”吗？

你还在为“偷偷爱”黯然神伤，

备受煎熬？你还鼓不起勇气，爱他

(她)在心口难开？6月25日晚，邀上

心上人在红色剧院不见不散，让

《偷偷爱》告诉你：爱要大声说出来。

■记者 吴名慧

洪晃称鄢颇感情很丰富

关于鄢颇被砍的真相成为

网上一大热门话题。陆川提出的

“涉黑说” 显然没有高群书给出

的“泡妞说”引人入胜。一向大嘴

的洪晃也在微博上爆了一猛料，

她称多年前，自己公司里有个市

场总监曾经跟鄢颇好过，“鄢颇

留学法国时， 她曾经给过鄢很

多经济上的支持， 为了鄢还准

备与丈夫离婚。 但是那时候鄢

突然回国，等3个月后她回来找

鄢，发现他已经和梅婷结婚了。”

李小冉说鄢颇被砍与她有关

究竟是谁对鄢颇痛下毒手

呢？似乎“泡妞说”更站得住脚。

11日， 李小冉通过微博袒露心声，

承认自己交友不慎导致鄢颇被砍，

“在长达四年的生活中， 我和家人

一直经历威胁和恐吓。我只是在谈

一次再正常不过的恋爱，我不喜欢

和讨厌的人在一起难道这也有错

吗？这就要换来一个无辜的人身体

上受到如此的摧残吗？” 李小冉透

露会一直陪着鄢颇，同时“有勇气

面对发生的一切”。

李小冉的前男友是何许人？某

网站指出，2006年被拍到李小冉和

其前男友一同打桌球还一同回公寓，

事后就被爆出该男子为S姓富商，身

家显赫，山东人。直到2007年下半年

李小冉因电视剧《阴丹士林》而结识

了鄢颇，而那时也是李小冉与S先生

的感情出现了危机。 ■华声

无色无味不是世界杯！

本报的足球宝贝11日一出

街，让众多男球迷心“怦怦”

跳到嗓子眼。 心动还有行

动 ，http://ent.voc.com.cn/

上足球宝贝票数“作死”往

上蹦，其中最让男球迷心动

的是“小张柏芝”谭琬仪，截

至11日晚8时， 她的票数遥

遥领先其她31个宝贝。

喀麦隆代表队足球宝

贝谭琬仪， 因神似形似张

柏芝而获“小张柏芝”号称。

她的投票通道打开后一直

遥遥领先，让阿尔及利亚代

表队足球宝贝杜鹃、荷兰代

表队足球宝贝杏子追得很

辛苦。详情可见本报世界杯

特刊A32版，或者点击华声

http://ent.voc.com.cn/上相

关专题， 记得给您喜欢的

宝贝投上一票哦。

■实习生 何诗娟

我前男友干的

我爱你，与你无关？快把这句话扔掉！

《偷偷爱》教你“爱要大声说出来”

小剧场话剧QQ1群110177742，2群110178102期待您加入

演出地点：红色剧院(中山路三角花园)

演出时间：6月25日晚8点30分

演出票价：单票 100元/80元/60元

2人套票 180元/140元/100元

购票方式：

在线选座：piao.com.cn

购票电话：84329231(三湘都市报)

85560817(省话剧团)

82222553(红色剧院、下午1点到9点)

6月11日至18日，“吐

鲁番的葡萄熟了———马国

玉画展”在长沙美庐美术馆

开展，省委常委、省委宣传

部部长路建平等出席了开

幕式。据悉，展览将向市民

免费开放，让你在长沙也能

领略吐鲁番的风土人情。

马国玉先生系吐鲁番

美术家协会主席，是地道的

新疆吐鲁番人，号“葡萄园

主”，擅长于画瓜果，尤其善

画葡萄， 画得晶莹剔透，聚

散有致，形神兼备，笔逸格

高。 此次共展出马国玉先

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80

幅，内容多以吐鲁番的山水

风物为主，具有浓郁的西域

特色。 ■记者 吴名慧

【画展】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比赛】

“爱唱才会赢”

长沙“抢人”

相关链接

梅婷前夫鄢颇被砍(本报曾做报道)受到空前关注，尽

管陆川将其上升到“娱乐圈被操控”，但圈内却对“桃色”绯

闻津津乐道。11日， 李小冉终于通过微博承认鄢颇被砍与

她有关。洪晃爆料说，鄢颇感情很丰富，早前还骗过已婚妇

女。不过，目前警方仍在调查事情的真相。

李小冉：

长得这样像

我容易吗

？

谭琬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