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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门面出租或转让
因照料小孩优价转让或出租位
于长沙市黄金地段的书报亭，属
政府垄断资源，永久所有权，接手
即盈利。 详询 13974937518

中润投资
大额资金寻项目合作， 专业为国内各
类项目解决资金困难， 简单、 快捷。
15811230955 王经理 010-81135701
邮箱：bjssxy88.@163.com

酒店男女服务生，月
薪上万 13667374061聘

客户经理、讲师
专员。 84533500平安保险诚

聘

不出户也能挣钱
提供高收费平台业务日获利 300-
500元以上, 当天结算。 有无文化在
家操作免费加盟。 北京高科集团
010-57433230、18611812957吴经理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搬家 回收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2011致富好项目
电子线圈总厂诚聘手工加工人
员，组织者月利万元，无需基础，
利润高。 电话：0311-89811299

票 务

招生 招聘

湘菜师一名善火香干锅
北京某大学。 13439777790聘

臻藏世家高薪诚聘
诚聘湘绣、苏绣、十字绣绣工，月薪可
达 1 万元以上，生熟手不限，免费培训
带走加工，不收押金。 83589883

2012年研究生保过
考前辅导，调剂录取 82024548

金陵汇银
本公司专业从事投融资运作， 资信
可核证， 资金渠道广， 不做无效材
料，新兴优质产业优先，诚邀资金短
缺的企业或个人前来洽谈。 电话
025-86638315传真：025-86632559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太原酒厂招商
国营酒厂，中华老字号“晋泉牌”高
粱酒，62年首次跨越长江，诚邀湖南
县市级代理商，咨询：13807377997

全 省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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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福投资
自有资金 低息借款

各类企业、项目借款：房地产、
电站、矿产、学校、农林业、养殖
新建项目等。 028—68000198

在家上班 轻松创业
外发纯手工加工业务， 免费提
供材料和工具上门收货付款单
位家庭个人均可接产。 编辑详
细地址姓名和邮编免费寄资料
13240766668www.cchoh.com

泸州老窖股份公司
福临祥酒诚招各地经销商、区
域经理 013982763630周经理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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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 13975156778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航美投资
专业投资公司面向湖南地区寻
找优质项目投资合作， 个人企
业均可，合作方式灵活。
电话：025-82088823

求 购
湖北华剑畜牧有限公司（立新万头猪
场）常年现金求购玉米，菜粕，米糠，
碎米等原料。 阮先生 13971952915

凯尊投资
企业各类项目投资（房地产、制
造业、矿业、农业、在建项目等）
区域不限，诚信高效，无前期费用。
诚聘各地区代理提供优质项目。
025-83708298 15850516520
网址： www.njkztz.com 南京市
丹凤街 19 号恒基中心 A 座 309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工、数
控学徒、油漆工、叉车工、滚齿工、勤杂
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诚聘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急聘

培训快取：教师学历建筑会
计职称医卫 13332516331资格证

皮肤专科产品厂家招商
河北皮肤病研究所研制， 治疗痤
疮、黄褐斑、各种皮炎湿疹癣等“博
禾”系列产品诚招专科合作、代理商、加
盟商。 网址： www.hb-boon.com
QQ:925666155 T：15128146485

独家拥有核心科技，国家二
十年专利保护，十二五规划
主导项目，巨资打造品牌连
锁， 成型市场欢迎考察，赢
利丰厚长久！（短信免费索函）

钱生钱

18986240165 18986241021

四川泸州国宾酒厂
诚招县市代理商， 欢迎有人脉关系
的朋友团购。 13317319698罗经理

系列教研成果

电话：0731-89799919

�������舒德初老师的女儿 9 岁上 4
年级时成为最差生。 他辞掉省外
高薪公职教女儿 3 年轻松学好小
五到高三共 8 年全科，12 岁全面
超常发展上大学,进而轻易考研读
博。 他又使许多差生整体素质突
飞猛进上大学，有的还考上清华、
北大等名校。 如:周涛 1年轻松学
完高中 3 年各科高考得 487 分，
再补习 1 年考 702 分被清华大学
录取。 周涛被清华保送为直博生
毕业后公派到美国麻省理工大读
博士后。 英语只有 20~30 分其他
一般的高二学生戴骞一年后各科
大跃进， 高考英语得 139 分上北
大英语系。

舒老师 2010 年 3 月起支教
助学多年来全县倒数第一的福建
省惠安县溪东学校， 仅 4 个月就
使该校综合素质考评成为全县遥
遥领先的第一名。 他 2010 年 10
月下旬回故乡南县请求支教资助
全县教学质量最差的学校， 被安
排到即将停办的四中,只有两个来
月又让该校高二理科综合考评成
为全县第一。 他渴望人人真诚关
爱孩子、切实关心教育，尽快推广
他事半功倍的自导联助教育，自
愿终生无偿献书献教公办学校和
幼儿园。 也希望与私立学校合作。

舒老师正在寻找有实力的
合作伙伴营销一系列中小幼轻快
发展学材和许多荣获国家专利的
教研成果。 其教学教研实绩被中
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等众多媒
体报道。 他能签约确保差生速转
优,普通学生都能轻松提前考上国
内外名校,在于他叫中小幼学子尽
快学会自觉巧学,在智力和活动等
游戏中全面轻快发展。 他最反对
不教学生学会自学而长期请家教
喂知识， 那是费大力猛扔钱而为
整体素质发展帮倒忙。

寻合作

亿群投资
诚信高效， 项目直投、股
（债）权投资，各类个人及企
业投融资、 短期资金融通，
多种解决方案，成功收费。
025-85030388 85030086
邮箱：niyq7799@163.com

外贸加工
服装、车床、冲压件、木竹制品、橡胶制
品加工， 预付款 30% 江苏镇江市中山
西路 59号 手机：15189186244 唐经理

本周
苏宁电器麓山店月度庆典盛大启幕

麓山店作为苏宁电器在长沙河西唯一的
旗舰店， 一直占据着河西核心商圈得天独厚
的优势。 此次苏宁电器将不惜重金打造月度
盛典活动， 致力于为河西消费者带来一场史
无前例的饕餮盛宴。

来到苏宁麓山店， 笔者看到卖场热闹纷
呈，导购员都在忙着开单据、送礼品。 一位督
导对笔者说道，麓山店自 4 月份重装之后，一
直都保持着较好的销量。 十一的销售额更是
创造河西家电市场新高。 此次的月度盛典，相
信会给河西消费者带来一场堪比国庆的优惠
大餐。

据笔者了解到，此次麓山店月度庆典。
购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厨卫产品单
件，满 1000 元可返 200 元现金券，满 3000
返 600 元现金券。 此券在购买全场任意商
品时冲抵现金，没有任何限制。 购两件商品
以上，满 1555 元就有电磁炉、吸尘器等精
美礼品赠送。

随后， 笔者采访了一位正在逛商场的张
先生，他表示，国庆期间自己买了近 3 万元的
成套家电，本想还要再购置一台电脑，但由于
出差原因却没来得及享受优惠。 此次麓山店
举行月度庆典，相信肯定会有特别的优惠，无
论如何自己也不能错过了！

在卖场笔者还看到， 随着湖南天气的转
凉及新一轮家装电器购置的需求旺盛， 冬令
电器及彩电、空调、冰洗等家装类电器也进入
一个全新的旺销期。 麓山店负责人告诉笔者，
为迎接新一轮的旺销季， 苏宁全球大单采购
早就准备了丰富的货源， 以便给消费者更多
的选择。

商家的慷慨点燃了消费者的热情。 截止
到笔者离开麓山店之前， 笔者在卖场收银处
看到，付款的顾客排起了长队，赠品发放处的
人流更是络绎不绝。

2011 京湘男科
泰斗学术峰会长沙举行

近日，由中国医师联合会发起，长沙博大
泌尿专科医院承办的“2011 京湘两地男科泰
斗学术峰会”在长沙拉开帷幕。

据悉，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徐连法教授、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张国喜教授、北京协和医
院的严肃教授、 湘雅二医院的赵晓昆教授，
湘雅三医院的蒋先镇教授，湘雅医院的祖熊
兵教授等数位国内外男科专家参与此次论
坛。

“发挥论坛的交流作用， 借助成功经
验， 为本地区的男科学发展服务， 是 2011
京湘两地男科泰斗学术峰会的最大特色之
一”。 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京湘
两地男科泰斗学术峰会邀请的北京、 湖南
两地的泰斗级男科专家， 就湖南男科发展
历程总结与后续发展规划探讨两大议题展
开讨论。

儿童特惠测骨龄
名额有限快报名

随着社会竞争加剧， 从求学、 就业到交
友，身高都是重要的成功指数之一，如何避免
孩子矮小， 如何让孩子长得更高些成为家长
关注的焦点！ 今日，长沙贝诺医院与三湘都市
报联合开展“矮小儿童义诊活动”，前 100 名
拨打 0731-84811999 报名者可享受测骨龄仅
10.1元的特惠价。

骨龄检查原价 140元 /套，包括生长发育
检查、体格检查、骨龄照片、骨龄评定、骨龄分
析、评价生长速度、预测成年身高等 7 项，由

“中国儿童骨龄评分法”创制人、著名儿童生
长学权威、 长沙贝诺医院首席专家叶义言教
授专家组评定。

长沙南湖医院赶赴沅陵“结石村”
8 成村民患结石
———南湖医院等三家单位赶赴沅陵“结石村”
救助纪实

“全村 310 人，8 成成年人有结石……”
近日， 媒体报道沅陵镇馒头咀村因为长年
缺水， 只能饮用不洁水源而导致全村成年
人患结石病比例超 80%， 甚至还有人因为
结石病死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0 月 15 日，南湖医院结石中心派出结石普
查小组与泉江环保科技、 宝佳水箱等公司
一起，携带 B 超仪、价值 12370 元的结石治
疗药品等赶赴馒头咀村， 为村民进行了检
查及治疗指导。

据村民说最近的水源离村里有 2 公里左

右的崎岖山路， 而且遍布青苔， 即使经过澄
清，水中还是含有大量的泥沙。 为配合结石病
B超检查，村里特意从县城拖回几桶纯净水供
村民检查前饮用，一位 50 来岁的村民向记者
说：这个水太好喝了！ 从来没喝过这么干净的
水啊！

在镇干部的帮助下， 南湖医院结石普
查小组在当地一所学校的卫生室，临时建
立起结石病检查室。 在检查中发现，几乎
所有人都不同程度的患有结石。 有个别村
民还因为严重肾结石引发了肾积水；还有
的村民经过碎石治疗后， 因饮水问题，在
检查中发现再次患上了结石；部分村民还
患有多发性结石。

南湖医院结石中心医疗小组领队李焕
钰院长指出，根据所了解的情况，馒头咀村
结石病高发，主要还是因为饮水问题。 这与
南湖医院 2003 年救助过的新化“结石村”
的情况类似。 作为一家专业治疗结石病的
医院，长沙南湖医院曾和湖南卫视“晚间新
闻”栏目组携手，前往新化“结石村”，为村
里 83 人次进行结石救助治疗，并在村里普
及了结石病防治知识。 像馒头咀村这种情
况， 南湖医院愿为村民免结石病手术费救
助治疗， 并长期为村里的结石患者进行生
活指导。 李院长还提醒广大市民， 平时生
活、工作中要多喝水，发现结石要早治疗，
以免因结石病对身体造成伤害。 (详情可拨
打结石专线 0731-8208�8208 查询或者登录
长沙南湖医院官方网站 http://www.nhyy.
cn/ 查询）

不仅美貌如花
还可开 VOLVO 回家
长沙花样年华周岁生日送美丽还送奢华

长沙花样年华医疗美容医院一周岁了。
今天，笔者获悉，为庆祝一周岁生日，长

沙花样年华医疗美容医院携手大师级整形专
家团队，推出了“倾情优惠”、“感恩豪礼”系列
活动回馈顾客。

据了解，活动期间，全项目（不含注射）低
于 8 折；玻尿酸注射 2 送 1，瘦脸针特价 2680
元；5S 无痕艺术丰胸特惠（1 个免费名额征
集）。

9 月 20 日至 10 月 31 日，集“花”、“样”、
“年”、“华”、“花样年华”系列广告，送现金券

红包；集齐一种报纸的系列广告，即送 1016元
现金券红包。

凡 10 月 16 日生日的顾客来院即送 1016
元现金券红包； 去年 10 月 16 日生宝宝的妈
妈，来院即送 1016元现金券红包和礼品。（凭
有效证件）

此外， 还有一次性消费满 5000元并集齐
二个报纸的系列广告即可参加 VOLVOC30
轿车（1年使用权）抽奖等系列活动。长沙爱美
人士欲知详情请询 0731-88277277。

美汁源果粒奶优派送美味
首席粉丝“草莓牛”空降长沙

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水果牛奶饮料“美
汁源果粒奶优”，凭借其巧妙的口味搭配和极
高的营养价值， 自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广大消
费者的喜爱和追捧。 为了让更多的星城消费
者了解并爱上这款风味独具的饮料， 美汁源
果粒奶优首席粉丝“草莓牛”空降长沙，将在
10 月 10 日到 11 月 22 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伏击在长沙的大街小巷， 随时准备给您带来
意想不到的惊喜！

“草莓牛”们这次有备而来，不仅会在伏
击的过程中为您送上美味醇香的美汁源果
粒奶优，还会邀请你摆出牛气冲天的姿势，
跟您合照。 更好玩的是您将有机会坐上童
话般的果粒奶优三轮车，让“草莓牛”和您
一道浪漫逛长沙。 届时，您和憨态可掬的草
莓牛们一定会成为星城最亮丽的风景！ 并
将这份浓浓的甜蜜播洒传递， 带给更多的
人喜悦和快乐。

甜蜜伏击，派送惊喜。 美汁源果粒奶优
“草莓牛”已经准备好了！ 广大市民们千万不
用担心会与可爱的“草莓牛” 错过这次浪漫
的邂逅，因为“草莓牛”的伏击线路已经被侦
破， 您只要到指定的美汁源果粒奶优售卖点
和促销地购买果粒奶优系列产品， 就能获赠
一张草莓牛“伏击赠饮邀请卡”，凭借卡片，
除了可以享受相应的粉丝特权外， 更能对
“草莓牛”的行踪了如指掌，有了它，你就可
以对这场别开生面的伏击行动进行反侦察
了！ 守株待兔不给力！ 主动出击才能 HOLD
住全场！

果粒奶优头号粉丝“草莓牛”，邀你一起
“粉”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