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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快速开奖游戏的彩
民朋友们有福了，中国福利彩
票“动物总动员”即将在我省
上市！届时你可以到福彩专营
店享受“动物总动员”带来的
快乐。

中国福利彩票“动物总动员” 游戏经财政部（财办综
[2011]48号）、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中彩发字[2011]
47号）批准，在我省上市销售。“动物总动员”是指从20种动物
中任意选择1-5种动物组合为一注彩票进行的投注， 每注金
额2元。

“动物总动员”每10分钟开奖一次，减少了等待中奖的时
间，是当下快节奏生活中人们玩彩的佳选。如果您在下班后，
想娱乐一下，可以拐到投注站，体验“动物总动员”这一快速开
奖游戏，10分钟就有一次中奖
机会， 同时动物主题元素让您
在闹市中就能亲近自然， 与可
爱的“动物”零距离接触，既放
松身心， 又做了回善事， 实现
“乐善人生”。 ■李丹西

福彩动物总动员 快乐游戏新体验

快速开奖游戏
“动物总动员”助您实现“乐善人生”

本报10月14日讯 “好心劝君莫在电梯内撒尿，电梯
内装了隐蔽摄像头。不但会造成电梯直降下坠，而且会锁
在里面不能出来。”今天上午，长沙南国嘉苑小区居民看见
楼道里和电梯间里张贴着一张“恐吓信”，许多看到这张告
示的居民都是无奈一笑，不过他们说，对那些不文明行为
确实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乘坐电梯如同进“毒气室”
在电梯里“嘘嘘”会不会真的造成电梯下坠其实并不

重要， 但电梯间里那股浓烈的异味却是真的让人忍无可
忍。上午10点多，4楼的李娭毑提着一把小菜回来，站在电
梯口，她望着旁边的楼梯间发了呆，对于她来讲，坐电梯不
是便捷而是煎熬，“你是不晓得有些人好无聊啊，在电梯里
撒尿， 这里空间太小还这么封闭， 人站久了闻着都要生
病。”

居民告诉记者， 这样的现象从搬进来几个月就有了，
底楼电梯等候区总有一股淡淡的臭味。 随着电梯门打开，
这股臭味越来越明显， 有时甚至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本
以为是什么地方有死老鼠，环顾四周才发现问题出在角落
里一滩黄水上，“肯定是尿，搞不清是人还是宠物撒的。”

居民无奈“毒气”爬楼梯
居民多次向物业反映， 清洁工也对电梯多次清洗，但

味道始终难以散去，很多人只好选择走楼梯回家。
南国嘉苑的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无奈地说：“我们

也找不出在电梯里撒尿的到底是人还是狗，之前还派人专
门蹲守在电梯口做宣传工作，但是没有任何效果。真心希
望大伙对自己住的地方多一份爱惜。”

您的小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您有什么好办法治治
这些不文明行为吗？ 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0731—
84326110支招。 ■记者 黄磊 实习生 李贵川 谭见

受不了啦，电梯里总有尿臭味
长沙南国嘉苑小区居民无奈走楼梯 怎么治治电梯里的不文明行为，请您支招

10月14日下午， 湘江
长沙段， 一名垂钓的男子
直起身来， 站在船上对着
江里撒起尿来， 完全不顾
岸边人来人往， 真是既不
文明又不卫生。

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江中撒尿
羞了谁

都市快拍

地址：平和堂药号(五一、东塘)店、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 河西楚济堂大药房、王府井楚仁堂大药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 河西通程新一佳
药房、南门口好又多药店 楚济堂大药房（湘春路 266号）、康寿大药房（汽车西站入口对面） 株洲：平和堂药号 湘潭：基建营福顺昌药房

力活肽成就大男人
力活肽男性增大胶囊采用生物领域顶尖技术提取精

制而成，使生物活性提高数倍，效力提高上百倍。富含生殖激
活肽 PNA和WT间质细胞分裂增长素。能快速激活人体睾
丸活性，分泌足量的睾丸素，使男性器官的间质细胞快速分
裂再体积增长，改变夫妻性生活不协调的问题。

力活肽胶囊承诺

见证 3:�����������尿频，尿急等前列腺疾病一并解决
力活肽男性器官增大胶囊具有活肾活血功能， 可在

10-15天解决前列腺疾病所引起的各种男性问题。

见证 1:����������������当天消除 男性功能障碍
服用当天,男性器官发热发胀,男性晨反应现象次数增

多,男性器官强度,延时度大为提高,3盒后器官体积改善。
见证 2:��������������������器官短小 一扫而光

男性器官一旦受到刺激, 随心所欲控制夫妻生活的时间,
腰膝酸软一扫而光,自信心上升百倍,工作有精神,女伴更满意。

见证 4:����������������睾丸疾病 1疗程康复
患者服用当天，肿痛，坠胀感减轻，1 疗程睾丸疼

痛坠胀消失，精子生成量提高 50%，男性技能恢复。
见证 5:���������������无副作用 安心享用

服用力活肽男性器官增大胶囊 1疗程老化的器官全
面激活，器官体积改善，性能力得到全面提高，恢复年轻时
候的感觉，纯中药制剂，无副作用，无依赖性，可放心享用。

提示:本品为纯中药提取物制剂，没有毒副作用，患有
三高人群者可放心服用。 让男人巨变只需四盒。

力活肽男性器官增大胶囊采用生物领域顶尖技术
提取精制而成，使生物活性提高数倍，效力提高百倍以
上。 富含生殖激活肽 PNA 和 WT 间质细胞分裂增长
素。 能快速激活人体睾丸活性，分泌足量的睾丸素，使
男性器官中的间质细胞快速分裂再增长 - 体积改善，
改变夫妻性生活不协调。 国食健字 G20040821

特价 98元/盒 买2送2�再加送纳米磁疗内裤 1条

健康热线：0731-86814715
适用人群:适用于男性阳痿，早泄，阴茎短小，男性功能减
退者；中老年体弱肾虚，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
尿不尽；夫妻生活时间短，皮软无力，反应硬度不强者。

热销8年 值得信赖
诚招省内经销商 免费邮购

销售地址：长沙：五一广场平和堂药号（负一楼） 火车站楚明堂（火车站对面） 仁寿堂药
号（晓园大楼一楼） 东塘平和堂药号 东塘楚仁堂（神禹酒店旁） 王府井大药房 浏阳：钰华
堂 株洲：人民药店中心店（中心广场新华书店一楼） 平和堂药号 湘潭：贵福康药号（市一
中新大门对面） 衡阳：国盛药号（南方大厦对面） 常德：战备桥大药房 益阳：桥北家润多
大药房 岳阳：为民健康药店（九龙商厦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入口） 邵
阳：时珍大药店（中心医院斜对面） 怀化：楚济大药房（汽车西站旁） 永州：康源大药房（市
委对面） 娄底：斐特尔（汽车站东 100 米） 吉首：博爱大药房 张家界：寿康大药房

� � � �白癜风苍白刺眼受人“关注”，无论普通药物还是手术治疗，都效果不佳。
白癜风不到万分之一治愈率让人万般无奈，在医学界没有攻克白癜风这一顽
症之前怎么办？ 盖百霖———盖住它

白癜风全新生物遮盖液———盖百霖，能与皮肤表层的角质细胞进行生物
络合作用，8小时后与健康肤色完全一致，并耐水耐磨，轻松一涂，完美遮盖。
●不怕水洗，流汗不掉，洗澡游泳不掉色———国家专利，安全可靠
●涂一次牢固保留 7天以上，富含天然植物精华素，能有效防止白斑的扩散

84482048

白癜风

盖百霖热线：0731-

京
卫
妆
准
字01XK0208

一抹就没了
盖百霖真好

长沙楚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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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日—10月 30日

126 元

网址：www.chuyaminiao.com

疝气，无须手术
国药准字号药品， 宏兴十香丸特开展寻找

疝气 3种人活动：第 1种人：站立、行走出现症
状，轻微胀痛者。第 2种人：包块下坠，不好回纳，
出现疼痛者。 第 3种人：不想手术、手术复发者。

疝气反复发作的根源是腹压过大和腹腔膜
缺损，儿童老人体质虚弱不宜手术，且手术后极
易复发。 [宏兴十香丸]300年中华老字号三步疗
法治疗疝气：第 1步：内服十香丸：平衡腹压，修
复疝环和腔膜。 第 2步：外贴强磁贴：肚脐给药，
消除坠痛。 第 3步：疝气带：防止疝囊脱出。

我国著名疝病专家程文坚教授指出：“传统
手术治疗，痛苦大、复发率高，宏兴十香丸问世，
结束了依赖手术的历史， 而且使复发率大大降
低，适合中老年和小儿疝气治疗。 ”疝气康复指
导热线：0731-88803232���全国免费客服电话：
400-688-5058��� 粤药广审（文）第2008040188号

静脉曲张，有良方
静脉曲张的传统治疗存在诸多缺陷，手

术：肢体创伤大、神经受损；外用涂抹药：只能
暂时缓解症状。 由广西医科大学研制生产的
新药“番桃花牌毛冬青片”（中国静脉曲张防
治中心推荐用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
字号 Z45021018），通过“激活血管神经（减轻
麻木）→溶解闭塞血栓（肿痛消失）→修复受
损瓣膜（筋团舒展）→再生坏死细胞（糜烂收
口）”四个阶段治疗，内修血管外修皮，经十三
万临床病理验证，治疗效果很好。

现特开展“寻找静脉曲张，脉管炎 3种人”
活动：1：青筋凸起、患肢沉重、胀痛痒热水肿、久
治不愈者；2：小腿或脚趾疼痛麻木怕冷、腿脚发
凉者；3：病情严重导致小腿、脚趾变黑、溃烂者。
周围血管病防治中心热线：0731-85225656����全国
免费客服电话：400-688-1018�桂药广审（文）第2008030156号

中南大学护理学院100岁了
本报10月14日讯 今日， 中南大学举行护理学院成立

100周年庆典。1911年11月5日，受美国雅礼会委派，美国人
胡美博士在长沙市西牌楼创立了一所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
护理教育机构———雅礼护病学校， 这就是中南大学护理学
院的前身。 ■记者 贺卫玲

乡镇“一把手”上环保培训课
10月14日，长沙市乡镇主要领导干部环境保护专题培

训班开班。区、县（市）所辖乡镇的106位党委书记、乡镇长
参加了此次培训。两天的时间里，来自国家、省市环保部门

的有关领导和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分别就环境政策形
势与法规、环境管理、农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作专题
讲座。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谢星星

“五老人员”俱乐部成立
10月14日，长沙建湘路惟楚国际南侧前坪，1000个环保

购物袋和300多个节能环保灯免费发放给市民。长沙定王台
“五老人员”俱乐部也于当日正式成立，长沙老人们若有意
愿，也能来都正街街道办事处报名。都正街街道办事处主任
尹卫东介绍，“俱乐部活动场地面积有350平方米，目前正在
装修中。” ■记者 黄静

城市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