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4日讯 李先生前几天发现, 购买了半年的
“实木家具”竟然是“纸做的”（详见本报10月12日A06版报
道）。今天，左右家私有限公司副总裁洪晓山赶到长沙，表示
他们的系列产品中没有李先生购买的茶几和电视机柜，“但
公司将在国家消费者权益相关法规范围内承担全部责任。”

在李先生购物的长沙好百年家居芙蓉店，洪晓山说，李
先生及其同事向先生购买的家具不是左右家私生产的，“它
们是店面销售人员为了促成交易而搭配的其他品牌产品。”
李先生所买家具品牌实为“文化龙”，产地为四川彭州。

洪晓山解释，按照公司规定，专卖店除非拥有厂家的文
字授权才可以销售其他品牌的产品，“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是，专卖店是与厂家的业务员达成了口头的协议，所以，由
此对消费者造成的误导，我们表示遗憾。”

东屯渡工商所所长陈钦表示，目前，左右布艺沙发专卖
店的工作人员已将四川厂家的营业执照传真到了工商所，
“调查结果下周可以公示。”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苏腾

《“实木的价格买了一套纸做的家具”》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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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 来电就送
*来电就送，每天限 100人 *

今年 7月 23日香港药王集团与冬虫夏草保
护协会联合发布消息， 香港药王集团特拿出
1000万元产品，免费向全国进行发放。目的只有
一个，就是通过广大朋友的亲身验证，来反馈香
港药王冬虫夏草胶囊的真实疗效。 如果您或者
您的家人，患有慢性疾病久治不愈，请马上拨打
0731－83393399报名，均有机会申请领取。

由于此次活动数量有限，每天限 100 人，每
人限领 3－6 个月用量，还望广大患者按来电先

后顺序领取，赠完为止。 同时，也希望您留下姓
名及电话，以便我们后期开展疗效调查，感谢您
的配合！

本次活动由香港药王医药集团独家赞助，
患者只需承担宣传费、 国家税费和产品物流费
即可。 申领地址：芙蓉区建湘南路 56 号凤凰大
厦一楼定王台大药房。

凡打进电话者可免费送货上门。
报名电话：0731-83393399

央视关注：虫草新吃法
虫破膜、草破壁，吸收率达到 90%———非常省钱

2010 年 3 月 3 日，中央电视台《科技人生》
节目，深度报道了虫草破膜破壁的新吃法。

虫草作为“中药之王”，具有“百病皆治、起死
回生”的作用，但传统的吃法需要的服用量太大，
费用太高，大多数人只能望其项背。

虫草的传统吃法，如泡茶、泡酒、煲汤、用钢
磨碾成粉等，吸收率都极低，只有 3-5%，也就是
说吃 100根，真正吸收的只有 3-5根。 这是因为
虫草属 200 目的大细胞，不易吸收，且药性隐藏
在坚硬的细胞壁里，需大量服用才能见效。

香港药王“冬虫夏草”胶囊采用西藏质量最
优的虫草。香港药王集团的科研人员经过十几年
的艰苦探索，采用超低温超微粉碎技术，成功实
现了虫体破膜、子座破壁，并将之粉碎成 2000 目
的超微粉末。这种粉末，只要轻轻吹口气，就会消
失在空气中。所以，科研人员又将之混入菌丝中，
使其稳定后，再装进胶丸里。 新吃法使吸收率高
达 90%以上， 大大降低了服用量及服用成本，让
大多数人吃得起。

专家建议：三类人群需要正确服用虫草：
健康人群：保健养生、对抗烟酒危害、延缓衰

老、美容，每天 2-4粒。
亚健康人群：睡眠不佳、乏力、易疲劳、免疫

力低下、易生病、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脱
发以及各种虽然不是病， 却老是不舒服的症状，

每天 4-6粒。 吃 3个月以上。
疾病人群：各种慢性病每天 6 粒，吃 3 个

月以上；肿瘤放化疗患者，每天 6 粒，吃 6 个
月以上。

真正的虫草产自青藏高原， 主要
分布在四川、青海、西藏等地。 产地不同虫草的药
效不同，虫草产地海拔越高，虫草产期越晚，药效
品质越好。四川虫草 4-5月份产出，青海虫草 5-6
月份产出，西藏虫草则在 6-7月份才能产出。

西藏虫草生长在海拔 4500-6000 米以上的
草原上，以生理特性强、药用价值高、个大而在海
内外享有盛誉，是全世界品质最高的虫草。 一年
一度的虫草交易节的虫草王评选，常连续数年被
西藏虫草蝉联。

报名电话：0731-83393399

相关链接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下期奖池：

中奖注数（注）
1
38
332
4125
53653
583196

单注奖金（元）
5000000
12117
1800
300
20
5

七
星
彩

4 3 2 8 3 2 7

16114033.96元

七星彩第 11120期
本期投注总额：21282944元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10月 14日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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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选 ５第 11280期 本期投注额：2092828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38
2927
48431

单注奖金(元)
16762
50
5

中奖号码：04�05�06�16�19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 3、排列 5第 11280期 本期投注额：23823678元

中奖号码 8� 7� 5� 0� 0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 � �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34 � � � � � � 100000

中奖号码 8� 7� 5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10829 � � � 1000
组选 3� � � � � 0 � � � � � � 320
组选 6� � � 23793� � � � 16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本报10月14日讯 今天下午3点25
分， 长沙市万家丽路板塘小区前的路口，
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轿车迎面相撞，面
包车司机康德华直接飞出车外， 车内的8名
孩子幸未受伤，但是吓得哇哇大哭。目击者
从车辆外观上推测，这很可能是一辆改装的
幼儿园校车。

邹先生目睹了这惊魂一幕：在和顺加
油站对面的马路上， 面包车突然违章掉
头，两辆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面包车车

头严重凹陷，轿车也有损伤，车内三人轻
伤。“我听到响声，抬头就看到面包车司机
飞出两三米远，前额头流血。货车司机座
位较高，也受了轻伤。”邹先生说，面包车
内有加座改装，车上还有“幼儿园”几个
字。事发后，车内几名孩子哇哇大哭，“妈
妈、妈妈”地叫个不停，不过身体没有
受伤。
（邹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黄磊 实习生 苏腾

本报10月14日讯“砰”地一声巨响，
一辆正在转弯的“后八轮”卡车迎面撞上
一辆深色本田小车，将其推行几十米后，
压在小车车身上， 小车内两名年轻男子
当场死亡。 这是今年下午两点多发生在
长沙河西滨江景观道的一幕。

“小车往银盆岭大桥方向开去，前面
是一个弯道， 迎面来的卡车转弯速度过
快，就直接撞上那辆小车，把它压扁。”目

击者陈先生说，“说压扁都不对， 小车
车头是被压碎了， 找不出完整的部

分。”
记者在现场看到， 地上到处

是玻璃、车身碎片，路面满是卡

车漏出的油，吊车正吊起大卡车，随后救
援人员将下面的小车拉了出来。

小车内两人已停止呼吸， 卡车司机
没有受伤，被交警带离了现场。

两名遇难男子都只有二十多岁，其
中一人的孩子才2岁，两人原本相约去浏
阳玩，不料遭此横祸。

附近环卫工人称， 这条路修在湘江
边，经常有大型卡车运砂子经过，他们过
马路都提心吊胆。

交警提醒， 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遇到
大车右拐弯时要尽量远离，至少离车身2
米以上，不要跟大车抢道。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王凯祥 梁颖

本报10月14日讯 昨夜，在浏阳市氮
肥厂附近的公路上，一辆小车翻进了浏阳
河里，车内一家三口全部不幸遇难。

带儿子看病归来遇难
距浏阳市氮肥厂约2公里处就是事故

现场。这是一条宽约4米的水泥路，一面是
岩石山体布满青苔，一面是浏阳河，没有
护栏，杂草丛生。整个路面年久失修，凹凸
不平。

坠河的是一辆白色现代伊兰特轿车，
已于今天上午7时打捞上岸。

死者生前同事刘女士介绍，车主名叫
邓玉飞，现年45岁，是当地一家规模较大
的汽车修理厂老板的弟弟，生前在修理厂
工作， 车内与他一同遇难的妻子今年27
岁，两人今年上半年刚完婚。

“昨晚，邓玉飞6个月大的儿子突然发
烧，夫妻俩马上开车送儿子去浏阳市里看
医生。没想到晚上11时许，一家三口在回
家途中不幸遇难。”刘女士一脸的悲痛。

在小车坠河的地方插着几根香烛，还
有亲人们留下的一堆纸钱灰烬。路面上留
着一条长约15米的金属刮痕，从坠河处往

后延伸到道路右侧的山体， 直至一块突出
的岩石，上面留有明显的撞击痕迹，岩石碎
片、汽车大灯碎片、前保险杠碎片散落一地。

出事路段既无路灯也无护栏
下午3时许， 事故现场陆续来了很多

死者的朋友，朱先生说，邓玉飞是一个有
着20多年驾龄的老司机了，想不到会出这
种事，“真不敢相信！”

朱先生根据现场遗留的痕迹初步判
断， 由于当晚车速过快， 事发路段路况复
杂，小车车头右侧首先撞到道路旁突出的岩
石山体，造成车辆失控，往左边冲去。死者立
刻往相反的方向打方向盘，由于道路过窄，
小车还是冲出了道路，倒翻在浏阳河里。

同事刘女士说， 这条路没有路灯，一
到晚上就黑灯瞎火， 靠河那边也没有护
栏，小车坠河事故时有发生。

据记者观察，距事故地点不到1米远处
有一杆路灯，但上面只有灯罩没有灯泡。

闻此噩耗， 死者母亲数次哭晕过去。
目前，一家三口静静地躺在殡仪馆，火化
之后将合葬在一起。（长沙刘先生提供线
索，奖励30元） ■见习记者 陈昂

小车深夜坠河，一家三口全遇难
夫妻俩带着幼儿看病回家出意外，事发地段路况复杂且无路灯

幼儿园校车迎面撞上小轿车

10月14日，长沙市三汊矶大桥西侧以南的滨江景观大道，一辆“后八轮”卡车将一
辆黑色本田小车压碎,车内两名男子当场死亡。 傅聪 摄

“后八轮”大卡侧翻压碎小轿车
小车内两年轻男子当场死亡

左右家私作出正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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