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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

评优落选 老师举牌：我不服！
网友：强烈建议学生能参与评定老师职称

拍客

@三湘都市报：【高水位把挖
沙船“挤”上岸了？】（湘江长沙湘
江世纪城河段） 怎么停这么多挖
沙船啊，而且好多好多脏东西，啧
啧啧……（文/图 @黄黄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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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面瘫奇人
———免费赠送面瘫一线治疗药物
李顺尧和他研发的御海肤天蚕胶囊，

能将面瘫快速治愈。 该药能做到的两点，
是其他手段做不到的，第一，可以从内至
外疏通血管、修补断裂神经，治好面瘫。第
二，能扶正祛邪，提高病人免疫力，防止病
情反复。

李顺尧说： 这个药确实能让你治好病，

无论病程多长，有多严重，用御海肤天蚕胶
囊治好后，再受风受凉了，也不会再犯。

现在拨打电话 0731 -88828624
报名，就可享受 12 天无风险试用活动，每
天仅限 100 名， 截止日期 5 月 20 日，前
50 名患者还将有价值 300 至 1500 元的面
瘫一线药物赠送。

老中医秘方治癫痫病 几十年不犯

不收一分钱！
83 岁中医孙建先，用祖传六代中医秘方

治疗癫痫，从医至今，成功治愈数万癫痫病
人，无一例复发。国家药监局将其改良，生产
为国药准字号成药—君碧莎桂芍镇痫片。

孙建先说，癫痫病患者，听我劝，君碧莎
桂芍镇痫片，患者一用就灵！ ———无论病情
严重程度如何，时间长短如何，君碧莎桂芍
镇痫片定能治好您的癫痫病，实现实质性康
复，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我们邀请你现在立即拨打专家咨询电话

0731—89977706 报名，全国权威癫痫病专家
就为你讲解方法，评估病情，指导你如何康
复癫痫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仅限 100 名！
截止日期 5月 20日！12天无风险试用活动！
———免费！ 仅限 100名，前 50名打进电话报
名患者还将有价值 300-1500 元的癫痫特效
药物赠送。

24 小时咨询电话 0731-89977706 经销地
址：长沙市东塘楚明堂大药房（原楚仁堂大
药房，劳动西路大华宾馆对面）

癫痫特效药物赠送 王彬治鼻炎
治不好不要钱

王彬治鼻炎一夜成名
成就世界品牌

首都医科大学的王彬教授， 从小就受尽鼻
炎的苦头，而他立志发明的能够根治鼻炎的华洋
之宝洗鼻治疗器也让他享誉国际医学界， 成为鼻
炎治疗奇人。 2010年华洋之宝获得了尤里卡世界
发明博览会金奖， 并在上海世博会获得最佳创造
奖，现已出口 60多个国家，并获美国制药研究及
制造协会最高奖项。在国内，北京、上海等各大城
市医院纷纷将其作为治鼻炎首推产品，创造了临
床治疗的医学奇迹。

中国专利局授予华洋之宝两项发明专利：国
家发明专利(申:200810018110.5)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ZL982331188)。

凭什么说鼻炎治不好
找对方法，治鼻炎其实很简单

现代医学证实， 鼻腔粘膜免疫屏障破坏是造
成鼻炎的根本原因。 而鼻腔内部、鼻粘膜的构造极
其复杂，一般药物无法深入鼻腔内部，对鼻粘膜的
修复无能为力，导致鼻炎久治不愈。 很多人的鼻炎
都是治了再治，越治越严重，有些人忍受不了鼻炎
痛苦，不得不花上几千元进行手术。 但术后一年半
载，鼻炎还会再次复发，由此引发的后遗症更给患
者带来了新的或更大痛苦。

现在，您再也不用为鼻炎难治而发愁，马上
使用华洋之宝洗鼻治疗仪冲洗鼻腔， 不开刀，不
手术，不吃药，只需简单冲洗，2分钟后您的鼻炎
症状就会消失，简简单单就能把多年的鼻炎快速
根除，不用再忍受鼻炎的痛苦！

独创洗鼻治疗器
专治反复发作的鼻炎

华洋之宝洗鼻治疗器是根据印度“净鼻仪
式”,由王斌教授联合几十位专家,历经 3 年研制
而成。 根据鼻部结构和组织原理，运用独特的负

压环流技术， 将药液进入鼻腔内每一个角落，把
附着的致病菌及鼻垃圾清洗干净并排出体外，排
毒的同时可修复鼻粘膜， 恢复其自排和修复功
能,根治鼻炎，保证不复发！

无论你是多严重的鼻炎， 无论是过敏性鼻
炎、急慢性鼻炎、鼻窦炎……现在马上使用华洋
之宝洗鼻治疗器，只需简单冲洗，随着大量黄绿
色鼻涕、鼻垢甚至鼻息肉流出，鼻子立马通畅,鼻
塞、干痒、打喷嚏、流鼻涕症状减轻，呼吸顺畅，一
个月左右鼻炎彻底消失，鼻子不再堵塞、不流鼻
涕了，呼吸顺畅,嗅觉恢复了，头不痛不晕，整个
人都越来越有精神！ 数万鼻炎患者采用这一方
法，治好了鼻炎，人们口碑相传，表达着康复喜悦
和对华洋之宝的感激之情！

如果你使用后没有效果, 我敢承诺给您退
款，决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 ———王彬

免费使用 签约救治
为推广使用，华洋之宝在长沙推出“免费

赠送、签约救治”活动，厂家拿出 1000 台华洋
之宝洗鼻器免费发放，并与患者签约治疗。在
此，华洋之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郑重承诺：

5 月 16 至 20 日（仅限 5 天），所有患鼻
炎的朋友可凭有效证件免费领取， 我们当场
与您签约，并赠送价值 398 元的“华洋之宝洗
鼻治疗器”一台，同时，您可享受购买华洋之
宝洗鼻液 5折特大优惠。 如果您使用一周之
内没有任何效果，我们承诺无条件退款；如果
您 3疗程没有治好，我们承诺给您免费治疗，
直到您完全康复为止。

救助热线：0731-82662063
救助地址：东塘星城(养天和)大药房、五

一路平和堂大药房、衡阳: 国大药房(解放路
附二医院旁)；名额有限，送完为止。

一扫知天下

(手机扫描二维码看微博)

闲谈

@成都晚报：【罗玉凤决定下
嫁方舟子】凤姐15日晨8点发微博
称： 针对方舟子同学对韩寒同学
不断挖墙角的行为， 本人作出了
一个重大决定。 我决定与方舟子
这位秃顶老男人结婚， 用我的后
半身来守住他， 并在每晚面对方
舟子的时候， 把他想象成欧美高
富帅年轻男。有网友评论：凤姐终
于做了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王君超清华（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古语：“要想
公道，打个颠倒”。做到公平、公正
也不难，只需把自己放到参评者的
位置上，设身处地一想。

@鱼投江：这位老师去年教过
我《互换性与测量技术》，讲课充满
激情，神采奕奕，内容生动，条理非
常清晰，为人正派。虽然身份只是
位“讲师”，但我觉得他的讲课水平
确是教授级别的，是位不可多得的
好教师。

@菜妹要清心寡欲： 无奈的
是，大学老师的工资和津贴都直接
和职称挂钩，而职称的评定也不是
由老师教课水平评定。强烈建议我
们能参与评定老师的职称，真正的
老师应该回归课堂。

@xuqian9288：即使同学们觉
得汤老师在教学中确实有其过人
之处，但大家又是否知道他的科研
业绩呢？对于学校来说，他为学校
在期刊、论文上创造的知名度比教
学应该更重要些。

@白云悠悠南方天V： 我以
为，这事见仁见智。讨公道没什么
不可？讨来就好，讨不来呢？继续较
真？费时费力费心，不如把时间精
力花在他处。

■综合新浪、腾讯微博

针对举牌一事， 举牌老师汤晓明1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这是真事。”据
汤晓明介绍， 他参加了2011年度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本科教学优秀教师的评
选，但“某个院领导说我不够格”。汤晓明称，自己如不是被逼无奈，也不会通过在
公开场合举牌的方式进行申诉。

工作人员提供了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办公室的电话，记者联系无果。中南大学
宣传部负责人接受采访时透露，“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还在了解中。”

■据南方都市报

▲ 14日，中南大学机电工程
学院教师汤晓明举牌站在校园
内。（网友供图）

七嘴八舌

记者调查 “举牌”也是无奈之举

@南都深度：
【教师举牌“我不服”】

14日，网友“蜜糖块”在微
博爆料称， 一名中南大学教师

因不满该校本科优秀教师评选，
因而在校内举牌表达不满。有多名自
称是该校学生的网友，随即跟帖称
确实目睹此事。记者查证，当事
人为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

院教师汤晓明，举牌事
件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