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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宫廷秘方
“馨香甜梦茶”

4006-133-785
免费申领电话：

宫廷秘方，1杯安然入睡
19 世纪末， 欧洲一王室公爵贵妇 50

岁后，常失眠多梦，试了各种方法都无法
入睡。 后来宫廷医师从特殊珍稀植物中提
炼出一种“甜梦多酚”的物质，它与大脑中
控制睡眠的物质居然完全一致。 公爵贵妇
惊呼：睡前喝 1 杯，半小时就入睡，30 天就
能摆脱失眠的痛苦！ 随后宫廷医师经过黄
金配比， 研发出馨香可口的睡眠茶秘方，
瑞士王室特别命名为“欧洲宫廷馨香甜梦
茶”。

无依赖，效果震惊世界
欧美权威医疗机构惊喜发现：“甜梦

多酚”是睡眠领域的 1 次重大革命，它不仅
实现了半小时入睡， 更难得的是完全没有
依赖，很多 10 年以上的老失眠服用“馨香
甜梦茶”1 个月后，无需继续服用也能安然
入睡，目眩耳鸣、记忆力减退、烦躁易怒等
都消失了。

入睡快！ 难以入睡，整晚翻来覆去的
人，30 分钟自然入睡。

深睡眠！常做梦，大脑疲惫的人，1 小
时平静入睡，深度睡眠时间达 5－8 小时。

无依赖！ 睡得香，睡得沉，白天不
头晕， 有精神，3 个月恢复自然睡眠，无
依赖。

推广中国市场
甜梦茶免费领取

“馨香甜梦茶”成功进驻国内市场！ 极
元堂受欧洲睡眠健康协会公益号召， 发起
免费申领活动，只为推广“馨香甜梦茶”，如
果申领者使用满意， 敬请向亲朋好友进行
宣传推广，深表谢意！

凡具有失眠症状者， 请拨打电话
4006-133-785， 就能免费领到半年用量
（市场价 3580 元）的“馨香甜梦茶”，有效摆
脱失眠痛苦。

此次活动面向全国， 由极元堂赞助。
免产品费、免物流费、免包装费，仅需承担
少量的国家税费，就能领到半年用量的“馨
香甜梦茶”。

改善失眠新方 免费发放
整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更痛苦的是，不得不用有依赖性的安眠药，剂量越来越

大，直到失效，最后神经衰弱，身体都垮了！ 失眠变成不治之症！
现在，治失眠有了新方法！来自欧洲的“馨香甜梦茶”，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的 " 甜梦多

酚 "，真正实现自然入睡，无依赖。 很多老失眠都说，喝了 3 天后，晚上浓浓睡意，不知不
觉就睡着了；刚喝 10 天，晚上一觉到天亮，1 个月后，晚上睡得香，白天精神好，头也不
晕不痛了。更惊喜的是：公益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半年量的“馨香甜梦茶”就能免费送到
家，来电就送！ 申领电话：4006-133-785

自然入睡，无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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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用手机拍下的一幕发生在11
月29日上午，地点在长沙恒广国际景园。
“这个大约30岁的男子， 整个人瘫坐在
地，双手被绳子反绑在后背，他一直低着
头。”李先生透露，这是一在建的居民小
区，当时男子在工地上偷窃电线，被工人
们给逮了个正着。

据李先生介绍， 工人们抓住男子后将
他的衣服脱下， 在他腰上裹了厚厚的一堆
电线。“他们把他拉到马路边要他跪在一堆
石头上面。”李先生说，事发时天气特别冷，
男子裸露着上身跪在寒风中， 全身冻得瑟
瑟发抖， 这让李先生也看不下去了，“他偷
东西很可恶， 但是也不应该这样极端对待
他。”随后，湘龙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将涉嫌
盗窃的男子带走调查。

一名参与抓获小偷的小区工作人员
介绍，该处发生过很多类似盗窃事件，当
时他们一层层楼排查发现了该男子，“脱
裤子是怕他跑， 脱衣服是让别人看看他
腰上的赃物，跪下是惩罚他，算是给他的
警告。”

对此，律师表示，小偷固然可恨，但
他的人身权也不可侵犯， 对小偷行“私
刑”，已经超越了法律界限。小偷作案被
抓住后，可将他直接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如小偷已放弃抵抗或失去抵抗能力，他
人造成小偷受伤或死亡的， 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李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
元）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向秋莉 刘文敏

12月1日凌晨4点多，一辆黑色马自
达突然冲向长沙时代阳光大道锦沙宾
馆玻璃门，好在被台阶卡住，才制止了
疯狂举动。在现场，玻璃碴碎了一地，小
车前面的两个安全气囊也已经打开，车
旁流了一摊机油。

“当时我正好躺在大厅沙发上休息，
突然门外就传来一声巨响， 这辆黑色小
车就开到了我眼前。”宾馆老板娘罗妙军
说，当时车子距她仅有2米远，还有部分
玻璃碴溅到她身上， 不过车上的两男一
女让她更为惊讶，“他们本来还打算把车
子倒走的， 发现被卡住了就干脆拔了钥
匙走人了，我吓得都不敢去追。”

在宾馆大门前，地上还留有一条黑
色的刹车印，一直延伸到时代阳光大道
上， 而路边的花坛和铁桩也被撞飞。市
民易先生猜测，小车很可能是因为车速
过快，在拐弯时没刹得住这才越过花坛
撞了过来。

1日上午， 在附近邻居的帮助下，大
伙将车拖了出来。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驾
驶室内找到了一张名片，通过询问，得知
司机姓柳，长沙县人。至于是不是酒驾或
毒驾，目前警方正在调查。（网友@大牌
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杨昱

@sumyi55姓缪， 图片中
是她和先生11月26日晚上的约
定，“‘房东’ 是我对先生的昵
称。”缪女士今年27岁，和先生
结婚一年。平时小两口都很忙，
她空闲会下厨房做菜品， 也会
自制可爱小点心， 却不愿洗碗
和清洁厨房。

缪女士说，老公比较宠她，
所以当晚两人约定， 缪女士只
需当晚将厨房卫生打理好，接
下来所有的碗筷、 厨房卫生等
都由她老公负责。“恩爱就是这
么任性。” 缪女士笑着说。（缪
女士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向秋莉 刘文敏

@李小贱： 最近家里老鼠
实在太烦躁了，老夫一怒之下，
踩死了六只， 还有一只漏网之
鼠，算它走运。@Hi都市报

@生活老师：这位邻居，你
一台车挡住6车位， 你闹哪样？
@Hi都市报

@大牌：就差2米远，这辆闯
进来的小车就撞到睡在大厅沙发
上的老板娘了， 真的是命大咧！
@Hi都市报

[核实]

【任性·捉贼】

抓到小偷后用“私刑”
这样可不行！

@李先生:�几名农民工逮住
一小偷，于是“私刑”伺候。把他裤
子脱了， 扒去上衣反绑双手跪在
石块上，整个人冻得瑟瑟发抖。

@Hi都市报

[核实]

【任性·停车】

小车横通道
霸了6个停车位

[核实]

@生活老师姓罗， 家住长
沙市芙蓉南路长大彩虹都小
区，照片是他11月30日在小区
地下车库所拍。

罗先生说， 当时一辆红色
的大众车横停在消防通道上，
一下堵住车库里面6个车位的
车辆进出。“可能是其他人占了
该车车位， 车主才赌气那么做
的吧，不过这种方式欠妥，我们
业主群里邻居开玩笑说，‘再不
挪车就抬走’。” (罗先生提供线
索奖励30元)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龚骁 向秋莉

【任性·恩爱】

“我许你一天卫生
你还我一生家务”

@sumyi55： 我做一天，
你洗一辈子。房东大人，以后的
家务你全包了！@Hi都市报

【任性·灭鼠】

老鼠半夜蹿上床
不睡也要灭鼠

@李小贱租住在长沙开福
区一间自建民房中。“家里最近
一直有老鼠， 我本着和平共处
的原则， 本来打算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的。 谁知这些老鼠大半
夜竟然跑到我的床上去了。”

11月28日晚上，被气得忍
无可忍的@李小贱把门关紧
后，挪开家具，发现了一个老
鼠窝。于是他施展了“佛山无
影脚”将这窝老鼠一锅端了。

■记者 张洋银

[核实]

小车凌晨“闯”宾馆，司机拔钥匙“闪人”

就是这么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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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一名中老年人被人骗了几十万，他没有报警，因
为他想看看对方到底能骗他多少钱。此事被网友调侃为“有
钱就是这么任性”。在生活中各种“任性”事件也层出不穷。
有人或为了斗气，把车横在通道上，堵了六个停车位；而有
的人，因一时“任性”换来的是更加甜蜜的恩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