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27日讯 “我平时在外面停车比

较多，各种等级的停车费我都交过，可这小区

的停车费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常德市民李

先生近日向本报投诉称常德水榭花城东城蓝

泊湾小区金泰物业公司对外来车辆停车乱收

费，小区内收费标准超高，动不动就10元、20

元， 而这种收费明显高出物价部门核定的标

准。

记者将情况反映至常德物价部门， 物价

部门立即展开调查。经过暗访取证，发现从今

年4月30日至7月3日期间，湖南金泰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对进出水榭花城东城蓝泊湾小区的

外来车辆临时停放收费超出物价部门规定价

格，7月25日， 物价部门责令金泰物业立即整

改，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并没收违规所

得1548元，处以1000元罚款。

■见习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钟昌宏

开车回家吃个饭，竟然要交20元停车费。

连日来，家住株洲体育路二公司宿舍的肖先生

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将车停在宿舍楼下的巷子

里，竟然被告知要交停车费。

肖先生租住在二公司宿舍， 一直以来，他

都将车停在楼下的一条巷子里。然而，日前，一

巷之隔的新天红东酒店用三角铁将巷子堵上，

保安告知他，新天红东的业主办证后可以在此

停车， 外面的车主则要收取每次20元的停车

费。

新天红东是一个集酒店、公寓为一体的商

住楼。此事引起了旁边二公司宿舍很多居民的

反感，二公司一居民告诉记者，这本是一条公共

通道，日前，不知何故新天红东酒店私自封堵通

道，影响了居民的出行。

对此， 新天红东酒店一吴姓负责人称，停

车收费“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此前不收费，很

多车都往酒店停，高峰期时停车场5名工作人

员都忙不过来。收费的主要目的是用经济的杠

杆调控车辆停放。他坦言，收费尚未获得物价

局的认可。

株洲市物价局价格服务科一负责人在了

解情况后告诉记者，酒店可在自己的场地内进

行停车管理、收费，但须报物价备案，新天红东

酒店设立停车场收费并未在物价部门备案。物

价部门将责成酒店方前来备案，并就此展开调

查。 ■记者 李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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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某公司白领雪儿（化名）沉默寡言、离

群索居的个性让同事以“冷美人”、“木头人”的

雅号把她归为另类。殊不知，造成雪儿独来独往

性格的真正原因，竟然是她患有严重的腋臭。

雪儿说，因为狐臭，她以前在别的单位忍受

了无数次女同事毫不掩饰幸灾乐祸的表情。 她

一直不敢谈恋爱、不敢跳舞、不敢穿短袖、不敢

与他人踏青郊游，就是怕遭人取笑。

小王是雪儿的新同事，第一次见面，他就被

雪儿清秀的脸盘，白皙的皮肤吸引。 虽然，在公

司里大家都知道雪儿是“冷美人”，但是小王还

是对雪儿展开了猛烈追求。 第一次、第二次、第

三次被拒绝，小王始终不肯放弃，他相信用自己

的诚意总有一天可以敲开雪儿的心扉。

终于有一天，雪儿鼓起勇气对小王说，她很

自卑不敢恋爱，是因为患有严重的腋臭，希望小

王以后不要再纠缠自己了。

“如今的医学这么发达，腋臭已经完全可以

治疗，就因为这点小事成为我们恋爱的阻碍，你

是不是对我太残忍了？”小王一番发自肺腑的话

让雪儿动心了。 最后，在小王的建议下，雪儿答

应和他一起去医院看医生。

第二天，雪儿在小王的陪同下，来到位于洪

山路 1号的 163医院皮肤科看医生。“微创手术

可以完全治好我的病吗？ 后期会不会复发？ ”走

进皮肤科专家诊室， 雪儿就迫不及待的对专家

问这问那。

据 163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最后，专家们

是采用该院在临床独家开展的“韩国 DHX 微

创除腋臭技术”为雪儿治愈了腋臭。“韩国 DHX

微创除腋臭技术” 是一种微创治疗腋臭的专利

技术， 是目前在疗效上能完全替代以往的传统

手术的一种全新疗法。

皮肤专家解释， 生活中像雪儿这样受腋臭

困扰的人为数不少，尤其是年轻的俊男靓女，是

腋臭易发人群。腋臭虽然不致命，但是会使患者

在工作和人际交往时受冷眼或排挤。

目前，“韩国 DHX 微创除腋臭技术” 是韩

国医学整形界“医学内窥镜学”“神经体液学说”

的完美结合，是创新技术的先锋，其能介入皮下

将大汗腺体 360度整体清除，一次断绝根源，客

服了复发的弊端，实现了微创解决腋臭的愿望，

使患者朋友免去了对效果、疤痕和痛苦的疑虑，

全程无痛治疗，不留疤痕，随治随走，不影响工

作和学习。

最后，笔者在此特别提醒，163 医院是我省

较早开展腋臭、痤疮、湿疹、毛囊炎、花斑癣、银

屑病、鱼鳞病、皮炎、扁平疣、荨麻疹、皮肤瘙痒、

灰指甲等皮肤疾病诊疗的权威三甲医院。

目前，163 医院皮肤科每日收治的皮肤病

患者人数高达上百人，无论是专家技术、诊疗设

备、 综合实力等方面均排名我省三甲医疗机构

前列。

据悉，163 医院根据国家规定“三甲医院全

面推广免费实名预约挂号服务”，开通了电话预

约挂号服务。 医院皮肤科专家预约挂号电话：

0731-88850608。

腋臭缠身

美少女不敢恋爱成剩女

腋下大汗腺是臭味来源

新技术治腋臭随治随走

有皮肤问题，打电话问专家

曹建交今年39岁，中专学历，

现在是深圳城建物业湘潭分公司

的一名保安。因为职业的关系，他

特别关注“防盗”。一次，电视中报

道一起特大盗车案， 触动了曹建

交， 他决心发明一种连专业人士

也难以破解的锁。

由于知识有限，遇到不懂的，

曹建交就设法请教大学教授。为

了画图、换算，他用过的草稿纸塞

满了一柜子。一有空，他就琢磨，

以至于被人说成“神经”。虽然很

多人都说他自不量力， 但执著的

曹建交还是坚持了下来。

经过5年的努力， 2009年7月

和9月，曹建交终于获得了“汽车

防盗防抢装置”、“房屋防入室盗

窃报警装置”2项专利。

“才子保安”想卖专利救妻

他拥有两项防盗专利，如果您对他的专利感兴趣或想帮帮他，请联系我们

开车回家

进门先交20元

酒店圈巷子收停车费，物价未备案

小区物业擅涨停车费

物价部门暗访后查处

曹建交是湘潭的一名保安，但他是个不普通的保安。两年前，他凭职业习惯琢磨出

了“汽车防盗防抢装置”、“房屋防入室盗窃报警装置”2项专利，被同事们称作“大才子”。

如今，他的妻子得了重病，曹建交很想卖掉专利或寻求合作人，筹钱给妻子治病。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谷桔

曹建交展示自己的专利证书。

记者 刘晓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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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到 1066125666，

小灵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

定制 6元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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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钱救人，他想把专利卖掉

曹建交每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家中还有一

个11岁的儿子和80多岁的老父母。了解他家的情

况后，公司的同事送来了4000元爱心款。感激之

余， 曹建交说，“必须靠自己

的力量救妻子”。他说的“自己

的力量”， 就是寻找合作人开

发专利或卖掉专利。

曹建交介绍， 自己的这

两项专利非常实用， 一旦开

发出来， 产品的价格并不会

贵。“汽车防盗防抢装置”是

以人力控制油路、电路、制动

等， 需要用最原始的方法解

锁，且要花费很长时间。就算

解锁成功了， 汽车的制动也

将遭到破坏， 小偷也无法将

车子开走。“房屋防入室盗窃

报警装置”则利用“踩地雷”

的原理工作， 只要小偷踏进

装置的区域范围， 就会自动

报警。

如果您想帮助曹建交，

或对他的这两项专利感兴

趣 ， 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0731-84326110。

“本想自己做个样品出来，但

我老婆病了，已经没钱了。”说到

这，兴奋的曹建交突然失落了。他

说，很想找人合作开发专利，或将

自己的专利卖出去， 以筹钱给妻

子周文英治病。

周文英和曹建交同岁， 在自

家附近的皮鞋店上了23年班。今

年5月9日，一场重感冒将周文英

击倒了。一检查才发现，她患上

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2个

多月来，周文英已花去近5万元，

家中积蓄及借来的钱已所剩无

几。

周文英病得很严重， 目前只

能靠输血及辅助药物维持生命，

每次要花2000多元。 随着病情的

加剧， 其输血频率已从半个月增

加到一星期一次， 将来还可能一

天一次。如果要做骨髓配型，手术

费则高达上百万元， 这让曹建交

一筹莫展。

琢磨5年，保安获2项防盗专利

妻子患重病，手术费要上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