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昌艳说， 为了让大家不沉迷赌博，
她愿意将自己这门手艺免费教给大家。如
果您想学扑克牌“变废为宝”的技术，或者
您有更妙的高招， 请与本报新闻热线：
0731-84326110联系。 ■记者 曾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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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排列 5第 11311期 本期投注额：22585258 元
中奖号码 0 9 4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10442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18847

中奖号码 0 9 4 3 8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5 100000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超级大乐透第 11134 期 本期投注额：85194456 元

22选 5第 11311期 本期投注额：18914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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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11月 14日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1 14 19 20 21
中奖注数(注)

31
2896
46889

单注奖金(元)
1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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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 (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 (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 (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 (追加)
六等奖
六等奖 (追加)
七等奖
七等奖 (追加)
八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0
15
5
29
7
128
23
2681
733
9859
2826
147169
41779

1858141

单注奖金(元)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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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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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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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注）
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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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下期奖池 1761360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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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为使静脉曲张患者避
免截肢风险。 香港同仁医院特开
展"拯救双腿"公益救助活动。

现在购买克脉王，每盒减免 60
元，并且买 3 赠 1，买 5 赠 2，前 20
名打进电话者还将追加用药援助。

消息一出，长沙静脉曲张患者
纷纷抢购克脉王。 轻轻一擦，下肢
血管就通了， 暴起的青筋没了，腰
腿变得强健有力，爬楼负重都没问
题，像是换了条"新腿"。

大家都赞不绝口。 " 才擦 20
天， 青筋就消了， 小药膏真神
奇！ ""擦上 3 盒就好了，省了一半
钱。 ""一擦上去，凉劲嗖嗖往里
钻，看着青筋就往回缩。 ""擦擦小
药膏， 居然保住了这条腿，真
值！ ""原以为要擦半年，没想到 1
个月就全好了。 "……

目前， 静脉曲张擦克脉王，人
人拥有健康腿，已经成为静脉曲张
治疗的新潮流。

擦擦小药膏
擦出健康腿

■轻轻一擦：嗖嗖凉劲往里钻，酸麻胀痛
立刻停止，红肿迅速消退，干枯裂口悄悄
愈合，看着青筋一抖一抖往下消，真是太
痛快了；
■擦上半月：凸起的青筋慢慢消退，紫黑
皮肤渐渐变白，溃疡口悄悄愈合，小腿光
滑又有弹性，病腿变成好腿了；
■不到一个月:能跑能跳能负重，腿脚
轻松随便溜。上医院一检查，连体内深
静脉也畅通了，静脉曲张完全好了。

■克脉明星榜

擦擦克脉王，保住截肢腿
静脉曲张可不是闹

着玩的，严重起来，洗澡
都会蹭破皮，破了就长不
好， 流脓流水还发臭，打
针、吃药、手术都不管用，
大夫说再恶化就要截肢
了。 少条腿可怎么活啊！
还好，老领导捎来了克脉王，一擦效果还真不
错，当天麻凉消，三天能下床，一周就下楼，现
在啊，腿好得跟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样样行。

我们这些老红军，爬
过雪山，走过草地，踏过
万里长征路，一辈子没向
敌人低过头。 可如今，却
败给了静脉曲张，双腿又
胀又痛，出不了门，下不
了床。 这时，儿子买来了
克脉王，全靠它，我的双
腿有救了，腿上蚯蚓没了，双腿轻快有劲，上个
月还去了趟八达岭长城。 多亏克脉王，让我战
胜了静脉曲张。

百年同仁勇克科技难题，两大古方
合二为一，静脉曲张一擦就好，神奇功
效引发市场热销。

蚯蚓方和黄蜂方都是治疗静脉曲
张的千古验方。 两者各有所长，在岭南
民间广为流传。

蚯蚓方起效快，擦上它，成团青筋
马上消散，乌黑色块立刻变淡，用不了
多久，静脉曲张就好了。

黄蜂方效果好，用上它，腿部浮肿
慢慢消退，流脓发臭的皮肤溃口悄悄愈
合，不知不觉，烂腿就痊愈了。

但也有一些遗憾。 蚯蚓方易复发，

一干重活就发作； 而黄蜂方起效慢，治
疗需要一年多，过程漫长又痛苦。 而蚯
蚓、黄蜂性味相克，合用成了治疗难题。

香港同仁医院历经百年钻研，独
创"基酶络合技术"，将两大验方合二为
一，并从中提取出全新络合生物素-克脉
双酶，彻底解决了静脉曲张根治难题。

研究发现，克脉双酶能瞬间穿透静脉
血管，溶解瓣膜血栓，豁口瓣膜马上合拢；
淤积死血迅速排空， 紫黑色块变淡消失；
脉壁纤维立即收紧，粗大青筋当场回缩。

几天下来，突起的青筋团消失无踪，
小腿变得光滑又有弹性，健康好腿擦回

来了。 据临床观察，治疗效果很理想，且
无复发病例。

如今， 同仁医院又在克脉双酶的基
础上， 成功推出了新一代擦脉药膏-克
脉王。 静脉曲张一擦就好，在全国上市
以来，已治愈患者无数。

不管是多少年的炸筋腿、老烂腿、糖
尿病足，只需轻轻一擦，酸麻胀痛立刻
消失，马上就能到处走；擦上半个月，青
筋消散，溃口愈合，皮肤变得又滑又润；
不到一个月，上医院一检查，连体内深
静脉也畅通了，静脉曲张完全好了。

它还被中央保健医指定为内部专用

药，专供爬雪山、越草地的老红军、老干
部治疗。

目前， 克脉王已经成了专治静脉曲
张的明星药，市场供应非常紧张。

在各大药房里， 一天到晚都有来找
克脉王的人，据药店经理透露，克脉王
特别受欢迎，来的全是回头客。

另悉，"拯救双腿"公益救助活动隆
重展开，现在购买，每盒立减 60 元，且
买 3 赠 1，买 5 赠 2。

救 助 热 线 ：0731-85597513��
85597523，前 20 名打进电话者还将追加
用药援助。

烂腿老人 勇攀长城

同仁医院秘方
专治静脉曲张

百万静脉曲张患者换“好腿”

静脉曲张 脉管炎 一擦就好
老烂腿 糖尿病足 一抹就消

老中医教你一招

当天起效 3 周期筋瘤消，复发包治

85597513�85597523
咨询电话：0731-

友情提醒：
前 20名打进电话者将追加用药援助 免费送药 药到付款

3周期无效 免费送药

救助热线：
0731-

每盒减60元
原价 198元

活 动 即 将 结 束

85597513��85597523

买3赠
买5赠2

1

克脉王全省经销地址:
长沙：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东塘楚仁
堂大药房、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红
星步步高药品柜、侯家塘新一佳药柜、
东塘星城大药房、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
柜、东塘平和堂药品柜、火车站楚明堂
大药房、南门口好又多药柜、新开铺新

一佳康寿大药房、 汽车西站康寿大药
房、黄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王府井负
一楼药品柜、 井湾子新一佳崇源堂大
药房、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火星镇楚
济堂大药房、东风路楚仁堂汽车城店、
汽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 马王堆誉湘
大药房、马王堆一品大药房、湘春路楚

济堂大药房
长沙县： 榔犁九芝堂大药房 星沙：旺
鑫大药房 望城： 九芝堂康民大药房
宁乡：神洲大药房 浏阳：钰华堂大药
房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营步步高

斜对面）、福顺昌板塘铺店（板堂铺名
扬大厦一楼）、 长青药号西站店、长青
药号宝塔路店、 泽仁堂（潇湘宾馆对
面）
岳阳：你好大药房、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医院
旁）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步行街西侧）、战
备桥大药房（战备桥红绿灯路口）
益阳： 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
面）
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 69 号第一
人民医院前 50米）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步步高斜对面）

怀化：东方大药房
邵阳：时珍大药店（宝庆中路中心医院
斜对面）
永州： 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
面）
吉首：博爱大药房
张家界：御芝堂大药房

11月13日晚11点，年仅29岁的戴伟离
开了人世，遵照她的遗愿，家人随即联系
了爱尔眼库，捐出了她的眼角膜。

从10月20日结婚周年签订捐献眼角
膜志愿书至今，25天来， 丈夫肖永一刻没
有离开妻子。戴伟，这个80后姑娘成为了
爱尔眼库第141名捐献者。

戴伟与丈夫肖永都是岳麓区含浦镇
人，2010年经人介绍相识。结婚不久，戴伟
被查出患有子宫癌，为了不放弃怀孕的机
会，夫妻俩协商决定：保守治疗，保留子
宫。谁知天不遂人愿，今年上半年，戴伟病
情恶化，医生告知：必须切除子宫进行化
疗！

2010年10月20日是两人结婚的日子，
在今年的结婚周年纪念日，他们共同签署
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肖永哽咽地说， 乐观的戴伟在8次化
疗过程中结识了许多病友，她对别人给予

的帮助总是念念不忘：墙角的鲜花是株洲
的朋友送的，保温杯是病友送的，连医生
都跑到乡下的家中看望她。 为了报答社
会，她想献血，可被告知献不了，于是，戴
伟央求丈夫联系眼库，她说：“不知道我的
角膜能不能献？会不会遭人嫌弃？要是能
帮助别人重见光明就太好了！”

戴伟离开了，悲痛的肖永看着妻子遗
照中的笑脸泪如雨下。他回忆道，妻子生
前常说，与他相识是最幸福的事，可无法
生育成了她最大的遗憾。签订捐献志愿书
那天， 戴伟激动得数度落泪：“谢谢你，遇
到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来生我们还结
为夫妻！” 两个含泪的人双手紧紧握在一
起。

目前， 戴伟的角膜还保存在眼库，医
生表示，会严格甄选，选择合适的角膜移
植手术受者。

■记者 张春祥 通讯员 王奕琳

签名捐献眼角膜，半个月后她走了

巧手姑娘变扑克牌为收纳盒
初衷是为了劝人戒赌 如果您想学请联系我们

本报11月14日讯 废旧扑克牌可以
做成收纳盒、纸巾盒。今天，记者在长沙市
芙蓉区府后街街道南阳街社区见到了一
名心灵手巧的姑娘。

在南阳街社区活动室，一名年轻姑娘
拿起一块旧布，简单地折了几下，变成一
只漂亮的蝴蝶，再粘上发卡，一个蝴蝶结
就做成了。姑娘名叫甘昌艳，是南阳街社
区居民，她就是今天的主角，将废旧扑克
牌做成各种物品是她的“专利”，做一个收
纳盒不用半个小时，记者正在惊叹，她又
拿起了几张旧扑克牌， 插到收纳盒的边
上， 再用拇指和食指抵住扑克牌往中间
压，一直压到扑克凸起。“看，这就是盒子
的花边，是不是比之前漂亮呢。”

为什么会想到用扑克牌来做东西，甘

昌艳直言不讳地说：都是赌博惹的祸。“我
有个朋友，两口子都喜欢打牌，从来不管
孩子，后来孩子就不上学了，还问他们，你
们天天打牌，我为什么要上学啊？”甘昌艳
知道这事后，就把朋友家的扑克牌都收走
了， 并想着法子将这些纸牌做了家庭用
品， 又送回了朋友家。“我要让他们天天
看，就是玩不成。”甘昌艳笑着说。

甘昌艳用家里闲置的废旧扑克牌制作各式储物盒。 记者 范远志摄

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