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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夫人”自曝
与官员有染7年
南京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公布事件真相：
系北京一男恶搞
郭美美的“炫富”风波还没平息，又出来
一个“五品夫人”， 炫耀自己是高官的小三。
“五品夫人” 自称，“我的男人是五品高官，我
离不开他。 ”如此直白，立即将关注的焦点引
向了其所指的“市委领导”。且因其微博最初
显示所在地是江苏，并有“@南京笑笑patricia”的字眼，矛头于是齐刷刷地指向了南京。
13日晚9点多，南京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
“南京发布”公布了一则快讯：“关于新浪‘五
品夫人’微博事件真相：此事纯属无中生有，
系北京一男子出于恶搞。 ”

【自曝】
当了官员7年的地下情人
“
我用7年青春，陪他从一个区副局长走到
今天的市委领导， 我得到的不仅仅是一笔存
款，还有这套闹市区的房子。7年，我让我的父
母和弟弟衣食无忧过得很体面；7年，虽然我是
一个地下情人，但是我不为我的今天后悔。 ”
7月10日17点06分，“五品夫人” 在微博
自曝与某市市委领导有染， 瞬间引发大批网
友围观、转发。
从原微博截屏中可以看到，@五品夫人
来自江苏。 个人说明为： 我的男人是五品官
员，我离不开他。
微博内容涉及她作为地下情人， 与某官
员的7年相处情形，字里行间除了一些很黄很
暴力的细节描述外，还流露出一些荒唐情绪。
“你不跟我结婚， 又不允许我找别的男
人，那么抱歉，我的身体可以给你，但我的心
会一直这么年轻地等你老去， 直到你玩不动
了的那一天。我比你年轻22岁，我玩得起！ ”

【围观】
人肉搜索“五品夫人”为学生
在“五品夫人”的微博标签中，起初标注
有南京艺术学院字样，有网友人肉搜索，从其
个人资料中找出“五品夫人”为南艺2000级播
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但有媒体报道，该校此专
业是从2001级才开设的。
至于这位高官的具体情况，“五品夫人”
显然吊足了网友的胃口。她一边接连爆料，一
边又在其中一条微博中说：“不可能！不可能！
我不会向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透露任何关于他
的消息，我没有那么傻！没有那么傻！ ”
根据网友搜索，“五品夫人”生于1980年，
据其描述， 这位高官与她相差22岁。 如此推
算，这位高官应该生于1958年。

【真相】
“五品夫人”删博 山寨“夫人”频出

小痔疮◆大危害◆新技术◆新突破一“痔”了之
怎样知道自己得了痔疮
肛肠专家介绍，判断自己是否得了
痔疮不难。 如果您在大便时经常出血，
感觉有东西脱出， 或肛门内有坠胀疼
痛、分泌物增多，喷血、滴血等症状，这
样就可能是得了痔疮。 但很多人认为，
痔疮不是病， 也有人怕痛不愿意去治
疗，或者工作忙、没时间，一拖再拖，那
么会产生痔疮病变。 专家提醒：痔疮不
能忽视，要早发现早治疗以免耽误最佳
时机。

痔疮有哪些危害
研究表明：痔疮是肛部静脉丛瘀血
扩张而形成的静脉血管团。 痔疮分内外
痔、 混合痔与之同时伴发的还有便秘、
肛裂、肛脱、直肠息肉等，常见的症状为
疼痛、便血、滴血、解便困难、解便时肛
门疼痛、 肛门瘙痒有肿胀物的瘤状物
等，治疗不当或久治不愈，就反复加重，
不仅疼痛钻心， 大量失血而导致贫血，
而且脱肛、便秘、大便失禁引发肛瘘、直
肠息肉及直肠癌，危及生命。

痔疮久拖危害大
在接受采访时，长沙方泰医院肛肠
诊疗中心易主任、 龙主任一直强调，千
万不能小视痔疮，痔疮久拖不治将会产
生一系列继发性危害。 首先，痔疮长期
便血、滴血、以及严重的喷血、体弱无
力、虚脱困倦等症状；其次，便秘、大便
燥结，易于挤伤痔核以致便血，患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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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稍许“狂热”过后，网友们就迅速冷
静下来，纷纷剖析其中的疑点，指斥这位小三
恶意炒作，并要求其出来“示众”。
压力之下，“五品夫人”随后改口。 7月10
日20时18分， 发微博称之所以自称“五品夫
人”，因为小女子有品茶、品酒、品烟、品糖、品
书等癖好，“还请大家不要误解。 ”细心的网友
发现，与此同时，该微博地址的一些敏感信息
也被删除，比如“南京艺术学院”。
看到@五品夫人火了， 微博上还迅速出
现好几位名字中带有“五品夫人”的账号，其
中粉丝最多的超过16万， 几位山寨“五品夫
人”说话口气还挺像那么一回事。

治痔疮方泰微创技高一筹
便时很痛苦，若强忍不便会严重干扰肛
肠和生理功能；再者，便血和便秘的恶
性循环，易使人厌食，造成脾胃功能的
失常及营养不良，导致肛裂、肛瘘、肛门
及直肠等病变发生；另外，因分泌物增
多溢于肛门外，不仅污染衣物，还易引
起疼痛、瘙痒，对于女性患者，会引发出
一些妇科疾病，如阴道炎、盆腔炎等；更
有痔疮长期拖延不治者，直接导致病情
恶化，甚至诱发癌变的悲剧！

美国 HCPT 无痛技术简介
长沙方泰医院肛肠治疗中心，邀请
多名肛肠专家， 组成强大的医疗阵容，
率先引进美国全电脑肛肠治疗仪及直
肠检查设备： 能准确诊断各种肛肠疾
病，采用最新的医疗技术选择最佳的治
疗方案。 对内痔、外痔、混合痔、肛脱、肛
裂、肛周脓肿、高低位瘘管、直肠息肉等
肛肠疾病能在数分钟内让它自动干枯、
脱落， 无论病情轻重均可一次性治疗，
该技术具有不开刀，不住院，不复发，随
治随走，不影响工作等特点，（节假日不
休）。

医保定点单位(由男女专家亲诊)
活动时间：7 月 5 日 -7 月 31 日
健康热线： 0731-88611120
活动期间：检查费、治疗费优惠 20%
网址：www.hngc120.com
地址：长沙市梓园路 377 号（广济桥旁）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假
南京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公布真相
“五品夫人”微博事件出炉后，引起了南京市委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迅疾就
此展开了调查。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部门通过合法合理的途
径和手段，进行了慎重的调查，查明这一事件的真相，他们获授权发布了这则辟
谣快讯，以正视听。不过，具体如何炒作的细节，13日晚@南京发布微博并未有说
法，相关部门也没有更详细的发布。南京市纪委也已介入调查。
13日晚9点多，南京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南京发布”公布了一则快讯：“关于
新浪‘五品夫人’微博事件真相：此事纯属无中生有，系北京一男子出于恶搞和
好玩，发布了‘五品夫人’微博，杭州一男子添油加醋扯上了南京，进而引发炒
作。”11日下午，有关“五品夫人”的微博都已经无法登录，只剩下头像成一个男
人，微博内容已是“不相干”。 11日傍晚再次搜索时，已经搜索不到任何用户。
■据新闻晚报

治好孩子鼻炎 比补课更重要
——
—暑假是学生治鼻炎的好时机
进入暑假以来，长沙方泰
医院耳鼻喉中心热线电话每
天都响个不停， 学生家长关
注度最高。 专家门诊中，鼻
炎、 鼻窦炎青少年患者接踵
而至， 治疗室更是“人满为
患”。 据了解，这些学生患者
大多平日受尽了鼻炎的折
磨， 却因为忙于学业无暇治
疗。 趁着放暑假，他们决定要
将鼻炎一次拿下。

暑假补“健康课”更重要
18 岁的陈亮就要上高三
了，虽然他年纪不大，却是个
不折不扣的
“
老鼻炎”。一直以
来，因为学业紧张，都是靠吃
药来缓解症状。最近他的鼻炎
越来越严重，鼻塞、流鼻涕不
说， 注意力根本不能集中，记
忆力更是明显的下降了。小陈
的父母原本打算放假后给他
报几个补习班，但由于鼻炎严
重，没办法正常的学习，就暂
时放弃了暑假补习。父母陪同
他到方泰医院治疗，给鼻子补
“
健康课”，以便获得更好的学
习效率。
像陈亮同学这种情况
临床上并不少见， 家长们或
许认为这不过是小毛病，吃
个药就可以了事。 专家提醒
家长，鼻炎如不及时治疗，容
易出现鼻窦炎、鼻息肉、中耳
炎等并发症， 不但会使孩子

的记忆力下降， 学习成绩退
步， 甚至还会给小孩以后的
生长发育埋下隐患。

三类原因可引发学生鼻炎
“学生患上鼻炎的原因
归纳为三个方面。 ” 专家介
绍。 一是普遍原因，感冒未进
行彻底治疗， 延期不愈导致
鼻炎；再就是生活环境上，空
气不流通，螨虫、粉尘等过敏
源刺激引起； 三是具有典型
性，学生升学和就业的压力，
认为鼻炎是小事， 没有及时
治疗，导致鼻炎加重，最终发
展为鼻窦炎甚至鼻息肉。

微创技术最受学生欢迎
暑假期间， 青少年已经
没有学习的负担及压力，是
治疗鼻炎的最好时机；另外，
不少大学生不想把鼻炎带入
校园， 他们希望在假期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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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烦人的鼻炎治疗好， 让以
后的生活学习更加顺畅。 上
述因素是导致近期学生扎堆
治疗鼻炎的主要原因。
此外， 鼻窦内窥镜技术
和等离子低温消融技术的
高安全性和有效性也是吸
引学生患者的一个亮点。 由
于操作安全、简便，效果立
竿见影，治疗的整个过程前
后只需十几分钟，且病人无
需住院和开刀手术，微创技
术满足了尚未发育完全的
青少年鼻炎患者就医的最
大需求。
近日， 长沙方泰医院耳
鼻 喉 健 康 热 线 0731-8536
7112 和 专 业 网 站 www.
ftebh.com 已经对外开通，读
者朋友特别是家有鼻炎学生
的家长朋友们， 可以通过上
述途径进行咨询预约， 节假
日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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