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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湘籍作家浮石新书《皂香》长沙首发。在发布会上浮石解释：
“皂意指黑色，也是牢狱之色。”是作者对自己几年前在看守所里那段
时间的特殊祭奠。

据了解，《皂香》是浮石“青红皂白”系列小说的第三部，前两部分
别为《青瓷》和《红袖》。作为该系列的第三部，该书的成稿与浮石的成
名作《青瓷》一样，都写于看守所中，并原名《男女关系》。在《皂香》上部
的后记中，浮石这样写道：“《皂香》也许会因为对生活的揭示过于直
白而令人不悦、遭人谩骂，但我的意图则是期望在物欲横流、肮脏交易
的关系之上，寻找真善美的种子。”本报有五本书赠送读者， 读者可登
录华声娱乐（http://ent.voc.com.cn）参与抢书。 ■记者 吴岱霞

万事“吴”忧栏目又邀请孩子和妈妈们到现场
聚会学习交流了！

湖南爱乐协会及大剧院分会将于11月19日（星
期六） 上午9：30在湖南大剧院举行《口琴音乐与发
展》讲座。主讲人冯晓峰10岁开始吹口琴，20岁从事
长沙中小学口琴师资培训工作。2008年率团参加
第7届亚太国际口琴比赛获三重奏优秀奖，2009年
获第3届全国口琴大赛金奖等9个奖，2010年组建
长沙市口琴重奏团。据悉，此次讲座是湖南省首次正
式口琴公益讲演， 本栏目有二十个名额， 可领票进
场，你将会享受到一场小型口琴音乐会，自带口琴
者有机会向大师当面求教并获奖。■记者 吴岱霞

吴佩慈今年先后参加了大S、范
玮琪、Selina的婚礼。眼看姐妹们一个
个完成了甜蜜的婚礼，单身已一年的
吴佩慈也受到刺激，在微博上袒露了
恨嫁之心。她称：“如果你有未婚的亲
兄弟， 千万别忘了介绍给我。” 随后
Ella、 梁静茹都转发微博祝福吴佩慈
能早日找到对的人。

《皂香》讲述了市规划局办公室主任洪均正在经历一场决定他仕
途命运的竞聘，副局长之位近在眼前，而吴书记和孙局长才是决定竞
选结果的关键人物。此时，洪均的妻子虞可人惨遭横祸，瘫痪在家，本
是红颜知己的黄缨儿却在洪均心力交瘁之际与吴书记产生了莫名的
关系， 而洪均偶遇认识的王小薏已经开始对他有了额外的企图……
该书被评论为“对男女关系和官商关系的洞察，针针见血而有趣”。

相关链接

《皂香》针针见血

有未婚亲兄弟？

春晚取消“最喜爱节目”评选

年仅28岁的影视新星尚于博近日传
出跳楼自杀的消息。 随后该消息被他的
经纪人和哥哥分别证实， 尚于博确于今
年10月25日在北京去世。

1983年出生的尚于博毕业于中央戏
剧学院，曾出演《杜拉拉升职记》、《瑶山大

剿匪》和《娘家的故事》等影视作品。
有消息称他的自杀原因是抑郁症和
为情所困。其哥哥在微博中称，“我亲

爱的弟弟尚于博因患抑郁症辞
世。他的心理医生讲：近三年来
他受抑郁症的困扰，他已经尽力
走到最后一步。”

大嘴巴：外表光鲜，内心惶
惶，建议开设专门课程。

■记者 黄煌

演员尚于博
抑郁症跳楼自杀

如果您想参加，不妨
加 幸 福 亲 子 QQ2 群
(174987967) 或登录 ent.
voc.com.cn、“三湘都市报
文娱部”新浪、腾讯官方
微博报名。

快介绍给我吴佩慈
求嫁人

听音乐会，学吹口琴
妈妈们，还等什么？ 近日，有媒体报道，今年央视春晚将取

消节目评选。随后央视春晚宣传组证实了这
个消息，称在“回家过大年”的主题下，设置
节目评选意义并不大。

往年正月十五元宵晚会上，央视都推
出了春晚节目评选的颁奖。取消评选的消

息一出 ， 便引来网友热议 ， 网友
zcm1941说，“君不见往年评的奖和民
意有多大的距离，所以内定，猫腻、作

假等呼声不绝于耳，尤其是对那
些得奖专业户的质疑和抨击一
浪高过一浪。”

大嘴巴： 早就应该取消，已
成为依附于春晚的商业怪胎和
人情武器，春晚节目精彩才最重
要。

娱乐大嘴巴

看男女情，找真善美
浮石五本《皂香》等你来抢

打呼噜是大病，不治要人命
全球每天有 4000 例死亡和打呼噜有关

在很多人眼里，打鼾不是病，除了影响别人的休息和
睡眠外，打鼾本人不受任何影响。 果真如此吗？ 打鼾其实
是一种大病。

医学研究发现，打鼾所致的睡眠呼吸暂停具有很大潜
在危险，可造成全身多个系统功能损害，长期打呼噜伴随
反复的呼吸暂停就会形成“低血氧症”。轻者出现头痛、口
干、精神疲惫、白天嗜睡、记忆力减退等症状。重者诱发高
血压、肺心病、心绞痛、性功能减退、脑中风、痴呆等 27 种
并发症。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天有 4000 例死亡
和打鼾有关，治疗打鼾，刻不容缓。

治鼾症特效中药秘方公开
专治鼾症特效中药秘方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公开，

该方是以李时珍 400 年古方“止鼾养心汤”为基础，由世

界睡眠呼吸研究中
心、 中国中医研究
院联合组成的科研
专家组，经过 11 年
的刻苦攻关， 经现
代最先进的高科技
萃取制药技术精制
而成，能从根本上治疗打鼾及其所诱发的高血压、心脑血
管、心机梗塞等并发症，从而预防猝死的悲剧发生。 服用
红草止鼾胶囊 3-6 天， 鼾声变小、 呼噜暂停现象基本消
失，18 天以后呼吸通畅、打鼾消除，睡眠沉静，两个疗程基
本治愈打鼾。 经 20 多所科研机构和北京、上海十多家三
甲医院 3780 名患者的严格临床检验，疗效卓越，安全可
靠，国家卫生部、药监局直接审批为国药准字 Z20080494，
并纳为国家药典核心用药。

打鼾是病，一定要早治，中华医学会推荐使
用打呼噜专用纯中药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 此
药自上市以来，凭借其优秀的品质，深得广大患
者的信赖，以前患者普遍认为“钱没少花，罪没
少受，药没少吃，病没治好”。 然而自从服用君碧
莎红草止鼾胶囊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每天
咨询电话接连不断，道谢电话应接不暇，到药店
买药的病人排起了长队。 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
的问世， 为久治不愈的打呼噜患者带来了彻底
康复的希望，无论患病时间多长，症状多重，通
过一至三个疗程的治疗均能取得根治的理想疗
效， 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经全国二十一家权威
医疗机构临床验证：治愈率高达 98.97%，创造了
打呼噜治疗的奇迹，被国内外媒体誉为“打呼噜
患者的大救星”！
◆治好打鼾，不用担心猝死

邻居张大哥，打了几年的鼾，结果有天晚上

被鼾“打”死了。 听说那天晚上他酒喝多了，睡着
了以后硬是被“鼾”憋了过去，天没亮，人就不声
不响的死了。 我也打鼾，还好喝两口，真怕哪天
晚上就像张大哥一样突然就“走”了。 君碧莎红
草止鼾胶囊确实是好药。 服用不到一个疗程，呼
噜声就小了，而且第二天精神。 三个疗程后，我
就不打呼噜了，完全好了。 最要紧的是，治好了
打鼾，不用担心猝死！

治疗打鼾千万别拖了

6000 盒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

活动时间： 仅限 11 月 11、12、
13 最后 3 天，绝不延期。
买 3送 1��买 6送 3���买 9送 6
免费赠送
报名热线0731-89977726

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科研成果研讨会现场（图）

免费大赠送

紧急
呼吁

24小时免费咨询热线:400-0731-896
指定销售地址：
●长沙：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劳动西路大华宾馆对
面）
王府井楚济堂大药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
康寿大药房（汽车西站肯德基往南 200米）
火车站阿波罗广场药柜北门通道
新农合大药房（天心区书院南路 670号长）
楚济堂老火车南站店（天心区书院南路天路超市旁）
惠恩堂大药房高桥店（高桥大市场南大门对面）
惠恩堂大药房湘江世纪城店（江湾路星江苑）
庆元堂大药房华夏开福店（新河大市场斜对面）
庆元堂大药房橙子街店（林科大步步高超市旁）
庆元堂大药房晚报大道店（晚报大道 114号）
庆元堂大药房新星小区店（新星小区圭塘路 115号）
庆元堂大药房德雅路店（德雅村盛旺超市斜对面）
庆元堂大药房星城世家店（星城世家 106号门面）
庆元堂大药房恒盛世家店（恒盛世家正门右边）
庆元堂大药房雨花亭店（新建西路 21号）

庆元堂大药房高桥上河店（广州服饰城东门左侧）
星沙：凉塘路旺鑫大药房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电力局对面）
宁乡：神洲大药房（农贸市场对面）
浏阳：钰华堂大药房（北正中路中医院下行100米）
●株洲：健康堂大药房（贺家土家润多超市往北区斜
对面）
醴陵：春天大药房（火车站对面来龙门超市旁）
茶陵：得康大药房（摩托车大市场）
●湘潭：常青药号（汽车西站候车室旁）
常青药店宝塔路步步高对面（河东大道福信大厦
1-2号门面）
贵福康药号（市一中对面）
福寿昌医药堂（建设南路华凯华宇大酒店南侧）
易俗河：仁康大药房
湘乡：神龙大药房（北正街朝阳学校对面）
●衡阳：附二对面古汉大药房
古汉大药房湘江店

衡东：百姓健康大药房（劳动局门面）
衡南县：二七大药房
衡山：人民东路众一堂大药房
耒阳：济生大药房（人民医院对面）
祁东：洪城大药房（横马路建行旁）
●娄底：众一大药房九亿店
涟源：康尔安大药房（五马心连心对面）
冷水江：新华佗医药超市（一号岗亭美格林超市对面）
新化：南门药店（南门湾）
双峰：永济堂大药房（书院路新华联超市旁）
●岳阳：为民医药超市（九龙商厦对面）
湘阴县：百信大药房 汩罗县：心正大药房
平江：华生大药房西街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陵阁广场西侧）
战备桥大药房
汉寿：福春堂大药房
澧县：好心人大药房(步步高超市二楼）
石门：步行街大药房

安乡：麒麟堂大药房
临澧：安济堂大药房
桃源：正康大药房各分店
津市：丰彩超市恒源堂大药店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桃花仑市水利局对面）
桃江：康泰大药房
沅江：家润福大药房东区店（步步高超市旁）
安化：益汉大药房各大连锁
●邵阳：时珍大药房(中心医院斜对面)
邵东：中西药店（解放路 20 号）
武冈：南门口中心大药房
城步：百姓大药房（儒林绿化广场）
隆回：敬和药店（汽车南站旁边）
绥宁：长安大药房
●永州：市委对面康源大药房
芝山：永宏大药房
祁民：尔康大药房（县人民医院左侧）
蓝山：永康大药房（人民医院对面）

宁远：仁德大药房
江华：神农大药房（工商局旁）
江永：时珍大药房（香穗大酒店旁）
新田：国雄药店（汽车站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前50米）
永兴：仁济药店（南大桥头丽江新城 4号门面）
资兴：步行街大药房（新区步行街）
宜章：昌耀药房
●怀化：百信大药房（河西明珠大酒店对面）
新晃：宏明大药房（中医院对面）
靖州：梅林路国药店（湘里人家旁）
洪江市：天地人和大药房(小南京商场旁)
●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老十字街）
桑植：长征路大药房（朱家台原烟草公司）
慈利：万众大药房、家和美大药房
●吉首：博爱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百世清缘 费玉清世界巡回演唱会百世
窖之夜长沙站即将于12月3日在湖南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 近来， 不少二三十岁的80
后、90后加入了“抢票”行列。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一张张门票背后蕴藏着一个个温馨
而感人的故事。

因费玉清而感恩
一位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刘同学匆匆赶

到售房，一口气买了5张费玉清的票，他乐
呵呵的告诉工作人员， 这可是我毕业参加
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全在这啦，我要带上
全家人去看演唱会。 刘同学说，“那天我爸
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费玉清演唱会的消
息， 就很兴奋的说费玉清终于到长沙开个
唱啦，真想去现场听听，带上你妈，想当年
我和你妈就是因为费玉清而相识、相知、相
爱的”，“不过我父母很舍不得，我当时就萌
发了要请全家看演唱会的想法， 感谢这些
年他们对我的培养”。

因费玉清而沟通

一位在河西高校读书的王同学买了
三张票，打算送给父母，一家三口去看演
唱会。王同学说：“以前不认识费玉清，自
从他和周杰伦合唱了《千里之外》， 才发
现原来自己的父母是费玉清的忠实歌
迷，喜欢都20多年了。以前对自己的父母
太不了解，原来他们也和我一样，有过自
己年轻的故事，有着自己喜爱的歌手，感
觉我们之间有共同话题啦”，“再过不久
就是感恩节啦， 送爸爸妈妈两张门票，和
他们一起去看”。

喜欢费玉清的歌迷群体以50、60年代
中年朋友居多， 他们都已是为人父母。，不
少年轻人都是买票送给自己的父母， 在这
个即将到来的冬天送上一份温暖而贴心的
礼物。 抢票热线 ： 湖南一通票务中心
0731-88889001、 贺 龙 体 育 馆 售 票 处
0731-85158555。

冬日暖情，带父母去看费玉清演唱会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