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6日-17日， 三湘好玩俱乐部联合野漂船

友会所组织驴友自驾充气艇前往惊险刺激的猛洞河

漂流，热爱弄潮和想寻求刺激的驴友请赶快报名。

猛洞河漂流有着天下第一漂的美誉，但在景区

里走马观花的漂流客，仅仅领略到不及整个猛洞河

百分之一的风景。 长沙野漂船友自发组织的猛洞河

漂流将带你细细品味猛洞河的美景， 和漂流的无限

刺激。

猛洞河最精彩处位于哈妮宫至牛路河段，长约

17公里。其中有急流险滩108处，大小瀑布20处，穿

急流、越险滩、闯峡谷、捕激浪，有惊无险而又回味无

穷。漂流之余，还可在老司城吃饭，饭后在古城瞎逛。

从今年1月份， 辣妹维多利亚被证实再度怀孕， 到3月份孩子的性别被确

认，还在娘肚子里的“四公主”就一路引得众人围观。作为一个未出生的姑娘，

此等风光恐怕无二。

悬念已经解开，围观却不会停止。只要小贝夫妇还活跃在体坛和娱乐圈

内，“四公主”还会是众多狗仔队追逐的对象。做女人难，做球星的女儿更难。

可是四公主毕竟只是顶着小贝夫妇耀眼光芒的小公主。小贝和辣妹光芒

黯淡以后呢？观众换偶像的速度恐怕不会比小贝踢球的动作慢，那时四公主

难免被打入冷宫。 希望小贝夫妇把他们的宝贝女儿培养成歌手的愿望成真，

不至于成为一无是处的富二代。 ■杨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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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北京时间7月10日晚，贝

克汉姆迎来了他第一个女儿

的出生，母女平安。贝克汉姆

通过他的经纪人宣布了这一

消息。贝克汉姆的经纪人称，

“很高兴宣布贝克汉姆的女

儿出生了！”在美国洛杉矶的

赛达斯西奈医院， 他们一起

见证了这一时刻。据悉，婴儿

重3.46kg。

贝氏夫妇此前已有3个

儿子布鲁克林、 罗密欧和克

鲁斯。 都说女儿是父亲上辈

子的情人， 据称贝克汉姆在

女儿降生后，喜极而泣。他在

Facebook上公布了女儿的

姓 名 ， “Harper� Seven�

Beckham”， 其中Harper是

欧美流行的名字，Seven则代

表贝克汉姆最喜欢的球衣号

码，曼联7号。

■辛媞

7月12日（周二）

08:45�美洲杯 阿根廷 -�哥斯达黎加 CCTV5

19:30�中国男篮 -�澳大利亚 CCTV5

7月13日（周三）

06:15�美洲杯 智利 -�秘鲁 CCTV5

08:45�美洲杯 乌拉圭 -�墨西哥 CNTV�

遗失声明

宁乡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一份，合同号为宁土

合（2003）263号，声明作废。

澳门千王

最新独家开发（澳门化学变牌）麻将

机不用安装程序一人胜三家。 普通

扑克麻将一摸即变，玩斗牛、金花、三

公、对子、庄闲绝杀，百人围观无破绽。

任何人均可学会（不会不收费）。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A 栋 1405

15211031808

免抵押 放款快

18674852067

贷款咨询

工商代办 82147786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工商代办 82284857

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月息

2%。 电话：13819106635

银丰贷款

拿驾照，可经权威部

门查验 13967030272

轻轻松松

道远能源 8万年薪聘

企业高管， 储备干部：22—45

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0731-

82934122、13574100982龙主任

东塘东亚华香舍花都 1栋 1单元 301

湘菜湘小吃快餐厨师一名

北京某大学 13439777790

聘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高中生选择海员海乘

15万年薪 0731-88158100

急寻合作伙伴

来料加工：手工缝纫护士服 18元／

件，加工木制品：木盘底 240元／套

（先付预付款）另加工冲压件

江苏镇江汇源进出口 0511-85211626

驾 校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干洗设备 物资

700m

2

酒楼优转（火星）

紫薇路临街、低租、客源多 13332513546

转让 出租

旺铺招租

位于车站南路和人民路交汇处，有

临街旺铺出租，招租热线 84161462

家电维修 汽车租赁

拆装、加氟、回收

修家电 89782412

空调维修

搬家 拆装空调

恭喜发

84258568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搬 家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搬家搬货 移空调

蚂蚁

85710002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聘

搬

运

工

借款炒股 85822242

免费为客户提供个股咨询、分析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厂销扑克牌九筒子分析仪， 高清

透视眼镜，感应变牌仪等。 传授制

胜绝技，免费观看，学不会，免收

学费。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15111152628

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 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娱 乐 设 备

中南大学自考本科

中南大学 2011高等教育自考本科

面向全国招生，具有高中、中专同

等学历可报三年制专本套读，具有

专科（含在校生）可报二年制专升本。

招生办：0731-83889023；QQ:626056851

联系人：曾老师、李老师

地址：中南大学本部自考基地招生办。

网址：www.csu0731.com

成考自考在职研究生

考试免费培训通过率高 13787219491

幼儿园招聘

长沙师范附二幼现招聘教师、保育

员、保健医生、白案（懂水电者优

先）0731-84036699、18774854006

招生 招聘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缺资金找国融

低息快捷解决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矿业、电站、农林业、交

通、能源、新（在）建项目、房地

产开发项目等。 028-68985858

定位手机位置，短信拦

截， 跟听并自动录音，

清单查询。《货到付款》

13297921355张先生

手机定位

追 踪 卡

10 万元留学韩国———韩国 29 所大学如延世、成均馆、梨花女

子等多为重点大学，国际知名，文凭含金量高。 4 年总费用最低 10

万元，韩国留学就业前景好。

15 万元留学加拿大———中加国际学生合作计划（SPP 计划）：

资金担保低，实用技能紧接就业。 毕业后政府发放三年无条件工作

签证，工作一年移民加拿大。 真正实现留学就业移民一步到位。

（众多美国、英国大学的预科班、双录取班，都有各自不同的优

惠留学条件。 详情参阅网站。 ）

高考分仅供参考，中等生轻松入读世界名校。

报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8号财智国际大厦 B座

高考不如意 10万能留学

———58所海外大学在华招生

咨询热线： 400-6185687 010-51296959

网址：www.hantones.com www.httxzg.com

全 省 招 商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35 40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知名民族医师伍本裕、伍伟

运用土家族独特秘方，专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

●骨髓炎（骨质增生，颈、腰椎间盘

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坏死等）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等

疗效率达 90%以上，治愈后不复发

地址：长沙望城坡门诊部

（银杏路 6号，汽车西站对面）

电话：0731-88812718、13975156778

中风、骨髓炎患者的福音

出售仔猪苗

长期大量出售三元杂交、 二元种

猪、杜洛克、长白山猪苗，价格：

30 斤左右每头 350 元左右、50

斤以上 10元每斤左右。 欢迎实

地考察，免费食宿（专车送货到家）

销售热线：13852810375葛

顶尖牌具

厂价直销语音报牌仪，单机可玩

斗牛、金花、宝子等多种玩法。 专

业安装四口麻将智能程序，另售

高清博士伦，不限光扑克麻将等，

产品齐全。 授扑克麻将顶尖绝技。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13507456730

租

售

4千/月，自驾租车

85514556

闲置汽车代租

上海建冶集团 网址：china-shjy.com

高压磨 微粉磨

制砂 /石料生产线

021-50325201/5203/5205

销售

电话

长沙市五一广场文运街 2号（口腔医院东侧）

妇科

由万例手术无事故妇科熊主任亲诊

�������������元包干（含三天输液、免

彩超、心电监护、常规化验等）

无痛终止妊娠：

380

国家专利“BBT”技术

专业治疗：宫颈糜烂、宫颈炎、子宫肌

瘤、白带异常等各种妇科疾病（免阴道

镜检查费） 宫颈糜烂治疗费优惠：I 度

300元、II 度 380 元、III 度 480元。

82296550

0731-

长沙中医学会门诊

医 疗

律师 调查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通程律师集团

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年薪 20万招干部海员

欢迎初高中生报名。 询 15874037248

贷款 84211007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

贷款即日放款。 湘府路 88号

咨

询

理财 代办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型仓库厂房出租

人民东路附近 13574101178

千王牌具 13487564225

普通麻将扑克一摸即变包教包会

租售扑克分析仪牌只需过手自动感

应报牌,特价高清博士伦,安装四口

程序机。 火车站 QQ 电脑城 A 栋 7 楼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冠鼎办公设备

经营部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07 年 5

月 20 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102600117808(1-1)，声明作废。

快速

消除

皮肤白斑

皮肤白斑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顽症， 很多患者为治此病花

去昂贵费用，却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憾，失去生活乐趣，如治

疗不及时，有蔓延全身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个人形象及身心

健康。 目前治疗此病的医院很多，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能真正

治愈者少之又少，我院使用“复方白芷酊”为纯中药制剂，经有

关部门检测，能快速增强色素沉着，并采用内外互补标本施治，

使皮肤恢复正常。

长沙康达医院（省市医保定点单位）：使用“复方白芷

酊”快者 3-7天见效，最慢 20天见效（198 元 / 盒），签订协

议。 欢迎久治不愈或连续扩散的患者前来验证。 节假日不

休。 咨询热线：

地址：长沙市曙光中路 108 号康达医院二楼，火车站乘 107 路，

市内乘 805、912、130、138路左家塘北下即到。

0731-84461322

新播客

好玩团

（7月11日）

穿猛洞、泊老司城、闯天下第一漂

自驾艇漂猛洞河，敢不敢来

活动日期：7月15日18:30南郊公园集合出发，17

日晚回长沙。

注意事项：本次活动为露营，不穿救生衣和不

戴头盔者谢绝参加。

活动费用： AA制。

咨询方式：加三湘好玩俱乐部QQ群39972916、

加野漂QQ群90278827。

■记者 刘涛 实习生 胡宜修

做女人难，做球星的女儿更难

小

贝

贝 氏 一

家，幸福5+1，

“四公主”尊

容仍是个谜。

找到了上辈子的情人

贝氏夫妇第一个女儿降生

取名“SEVEN”寓意曼联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