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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开始，快女总决赛将正式在湖南卫视拉开帷幕，98集的新《还珠格

格》y也将开播，该片将“霸占”湖南卫视整个暑期档，还珠迷们不容错过。

此外，这一季的韩剧出现了小井喷，将是暑期女生打发时间的首选。你

想在恨嫁女身上找共鸣，可以看《对我说谎试试》；你喜欢别致浪漫的爱情

故事，《男保姆》和《浪漫小镇》是不错的选择；你口味偏重，可以选择谍战、

动作和浪漫糅合的《城市猎人》。当然，还有刚落幕的创造了收视奇迹的

《最佳爱情》，你可以看到一个过气女星和当红男星的浪漫故事。

长春于药师“五香”联用

治口臭长春于药师

有绝招， 只需一粒豆大

黑丸， 含 30秒吞下，当

场清新口气，15 日彻底

除口臭， 部分人身体还

会散发淡香。 这

神奇药丸正在

长春口臭患者

中流行。

于鑑衡 ，

国家执业药师，

他总结现代人由于思虑过度、 着急上火、 过食肥

甘，生活不规律等原因，使体内阴阳失衡，浊气过

盛，上逆外溢，就形成口臭或体臭，如不及时调理，

浊气侵淫脏腑，会引发多种疾病。 于药师根据孙思

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五香丸，治口及身臭……

常含一丸如大豆，咽汁，日三夜一，五日口香，十日

体香，二七日衣被香（摘自 1999年版《备急千金要

方》198页），结合现代人口臭病因，以丁香、藿香、

零陵香、青木香、甘松香五种天赋异香之草药，辅

以当归、槟榔、豆蔻、白芷、黄连秘炼成丸，共奏升

清降浊之功，“五香”化“五浊”（五浊即口浊：口腔

炎症、溃疡，牙渍臭；胃浊：脾胃伏火，积食；肠浊：

肠燥便秘；肝浊：肝火旺；体浊：体臭），治口臭百发

百中。 每次含 30秒，

用所化津液漱口吞

丸，当场祛口臭，3 日

后口气清新，胃不胀

不酸，口腔溃疡消失，

15日大便

通畅 、口

臭、 牙渍

臭彻底消

失， 对各

种原因造

成的口干口苦口臭均有疗效，老人孩子皆可服用。

于药师深知口臭之苦， 遂将该方报请国

家批准生产， 国家批准命名为“于药师五香

丸”。 于药师一生与药为伍，生平所愿即是让

人药到病除，同时出于自信，他承诺，按疗程

购买五香丸，均可获赠 1 盒，服用无效全额退

款！ 患者可拨打 0731-82033306 咨询送货或

到 长沙市东塘养天和星城大 药 房 （百 幸

鞋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 、东塘店）、

河西通程新一 佳药号 、 南门口好又多药

号 、益阳桥南家家康大药房、株洲平和堂药号 、

永州冷水滩五洲大药房购买 。

（省内各地市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含30秒吞下去

口苦口臭不见了

云 南 西 双

版纳有位乡村

医生， 人称赤

脚 张 大 仙 ， 有

一偏方治失眠

百 试 百 灵 ， 省

城很多人都慕

名去求药。

赤脚张大仙原名张宁禄，当年知青下

乡到西双版纳， 由于生活的巨大变化，他

患上了严重失眠，每晚翻来覆去最多能睡

2、3 个小时，长期失眠，他变的消瘦，抑郁

烦躁。 幸好他家世代行医， 他也略通医

术，就开始自行配药，经过几年专研，终得

一奇方：采当地野生灵芝，用鲜牛奶浸泡，

阴干后与天麻 、松花粉同碾成末 ，每晚

用温牛奶送服 ，仅用 3 天 ，睡眠时间

明显延长，连服一个月 ，轻松入睡 ，一

觉睡足 8 小时，头痛 、抑郁 、记忆力减

退等全部消失。 因此当地人称他为张

大仙 。

为让更多患者受益，赤脚张将此方无

偿 捐 献 给 国

家， 经相关科

研部门研究证

实， 方中“牛

奶与灵芝 ”能

生成一种多肽

氨基酸， 能濡

养神经，降低大脑皮层兴奋度，恢复神经

自我调节功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

武汉名实生物科技在原方基础上优

化改良，并利用美国生物技术提纯，浓缩

药效，国家将其命名为“怡睡方”，同时获

得国家专利。 多数患者服用当日即可明显

感觉睡眠质量提高，2 疗程告别失眠，极少

反复。

患者可拨打 0731-82033236 咨询送

货，或到长沙市东塘星城大药房（百幸鞋城

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河西

通程新一佳药号、南门口好又多药号、益阳

桥南家家康大药房、株洲平和堂药号、永州

冷水滩五洲大药房购买。

（省内各地市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赤脚医生偏方成专利

专治睡不着

长沙楚雅医院

湘雅附二、附三合作医院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米）

专

治

病毒疣·疱疹

顽固·复发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震撼问世，一次性治好

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菜花、肉芽

状增生物。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

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

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 DNA 生物分子定

型定量检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高、低

危型病毒和类型、数量及复发原因。 运用科研新成果，可一次性靶

向杀死神经节、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数小时内患者可亲眼目

睹毒素排出体外，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自

身免疫系统，并产生抗体。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特别针对：长期采用常规保守

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上海、昆明等十

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此疗法湖南省楚雅医院独家

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郑重

承诺

无论疣体大小、轻重，均能

一次性治好。 签约治疗，法

律公证，发放信誉卡。 外地

患者随治随走， 为患者保

密。 节假日不休。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专家预约

0731-

84147922

中国湖南病毒疣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寻找多年反复发作病毒疣·疱疹患者优惠大活动

活动内容：体检费、检测费全免，治疗费、药费优惠 10%

活动时间：7 月 10 日—8 月 10 日

126 元

暑假一到，童真的气氛开始在影院迅速蔓延。本周就有两部国产动画新

片上映，为孩子们送上假日礼物。

一只不会武功、备受欺凌的兔子，如何战胜武功高强、妄图夺取武林盟主令

牌的大反派———一只伪装成熊猫的大白熊？国产3D动画《兔侠传奇》讲的就是这

么个故事。

本周将上映的另一部动画片《藏獒多吉》是中日首次合拍的动画电影。剧情改

编自畅销小说《藏獒》，片中一只名叫多吉的藏獒不顾危险，踏上为主人报仇之路，

其间结识了善良淳朴的田劲，他们之间展开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冒险故事。

2部动画片之外，本周《迷途追凶》和《回马枪》一部惊悚一部讲述高智商犯

罪，《一夜未了情》则依旧在拿“一夜情”、“激情戏”这样的老梗说事。如果你看腻

了以上类型的“重口味”，那么《鸡排英雄》、《钢的琴》这两部略带“文艺范”的喜

剧或许能帮到你。

本周影片上映时间表（以影院上映时间为准）：

7月11日《兔侠传奇》

7月12日《鸡排英雄》、《藏獒多吉》、《迷途追凶》

7月15日《钢的琴》、《回马枪》、《一夜未了情》

孩子们好不容易盼来悠长暑假， 各位家长

想好要送他们怎样的暑假大礼了吗？7月23日，

儿童剧《睡美人》将做客长沙，用精彩的演出为

孩子们的夏天添一份快乐。

上周，本报发起的“聊童话、晒照片，请您去

看《睡美人》”的活动受到了华声网友的热烈欢

迎。 网友欣欣50说：“我家的孩子从两岁到六岁

都是生活在童话的美丽世界，《睡美人》 是孩子

的最爱， 希望能有这个宝贵的机会到现场看演

出，参与互动！”。身在邵阳的网友“爱哭的猪”则

表示：“平时几乎没有机会观看这种舞台剧，希

望有机会到长沙参加这样的活动， 扩展孩子的

视野，圆孩子纯真的童话之梦。”

除了孩子们对童话的热爱， 家长们最关心

的莫过于《睡美人》的剧情。据悉，与童话原作相

比，儿童剧《睡美人》加入了很多小动物角色，将

让小朋友与童话人物同悲伤、同欢乐。此外，剧

中还添加了很多新鲜的时尚元素和笑料， 滑稽

夸张的表演配上奇异的服装， 定会带给孩子们

无穷的快乐。 ■记者 吴名慧 实习生 黄权

演出时间：7月23日10：00/15：00

演出地点：湖南大剧院

演出票价：50、80、120、160(元)

订票电话：4001-858-666

在线选座： www.juooo.com

亲子剧场QQ群：153770297（加

群购票可享受团购优惠）

文娱·看台

演出

“睡美人”，圆孩子童话之梦

电视

新“还珠”，新韩剧

电影

动画片本周唱主角

暑假到

戏扎堆

电影、电视、

儿童剧，

争抢孩子眼光

相关链接

相关链接

《还珠格格》剧照。

酷暑炎夏，一年一度

的暑假又来了，还没想好

怎么过暑假？那不如来看

看我们给您推荐的电影、

演出和电视，一边玩一边

慢慢想。

朴

敏

英

主

演

的

︽

城

市

猎

人

︾

受

到

热

捧

。

送票

快报名，去看云南“花灯”闹长沙

7月10日晚8点，云南花灯剧《梭罗寨》在湖南大剧院首

演，精彩的演出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该剧将在长沙演出至

12日，本报再次为读者送出门票50张，有兴趣的读者可登录

华声娱乐（http://ent.voc.com.cn）抢票。

《梭罗寨》 以歌舞形式演绎普通劳动者阿吉姆走过艰辛

道路，带动村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故事。观众张女士看完

演出后深感震撼：“以前没看过， 原来云南花灯戏这么美！浓

郁的少数民族气息特别吸引我， 载歌载舞的场面看得我也

想跟着唱两句，跳一跳。” ■记者 吴名慧 实习生 黄权

电视

《只要主义真》衡阳开拍

7月10日下午，30集大型红色电视剧《只要主义真》在夏

明翰烈士故乡———衡阳市举行开机发布会。

夏明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大革命时期著名革命活

动家，1928年3月20日在汉口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28

岁。记者从开机仪式上了解到，电视剧《只要主义真》以夏明翰

烈士为原型，是一部融合了青春偶像、谍战传奇和主流价值观

的红色青春作品。该剧由严宽出演夏明翰，有望在明年作为中

共十八大献礼剧目播出。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刘源西

新书

《百年名院，商学弦歌》首发

9日上午，《百年名院，商学弦歌》———湖南大学商学100

周年纪念图书在湖大首发，该书作为庆祝湖大工商管理学院

百年校庆的系列作品，主要讲述了湖南商学和湖大工商管理

学院的百年历程。全书分为“开创近代商学，湖南敢为人先”、

“湖南高商学校、商学主干形成”等10大部分，感兴趣的读者

可以读一读。 ■记者 黄煌 实习生 黄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