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1日证实，

木星在过去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再

次遭遇其他星体撞击，使木星南极附

近落下黑色疤斑，撞击处上空的木星

大气层出现一个地球大小的空洞。

木星新出现的这处空洞由澳大利

亚业余天文爱好者安东尼·韦斯利于

本月20日上午从澳大利亚最初观测

发现。美国航天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的喷气推进实验室随后展开观测活

动，并借助设于夏威夷的空间红外望

远设备捕捉到了木星空洞及疤痕静

态画面。

木星为液态行星， 是太阳系八大

行星中体积和质量最大的一颗。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航天局仍

在继续追踪观测木星， 以获取更多信

息， 包括证实撞击物究竟是彗星还是

其他物质。 ■据新华社

木星疑遭彗星撞击 “伤口”大若地球

总统操刀为病人切除肿瘤

7月21日是土库曼斯坦医务工作者健康和医疗

工业纪念日，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

这一天亲自操刀为病患切除肿瘤， 以表示对医务工

作者健康的关心。

土库曼斯坦新闻网7月22日报道， 手术在土库

曼斯坦首都肿瘤中心进行，由德国知名专家协助。据

报道，手术进行很顺利、患者没有并发症。

需要指出的是，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毕业于土库

曼斯坦国家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文凭，曾担任过多

年的口腔医生，有临床经验。

■据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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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价转让红星驾校驾照学考

指标 15802595188

▲29 寸松下彩电 700 元优价转

让，王女士 85595450

▲低价转让全新海尔波轮全自动洗

衣机。 13574831468、13574821358

▲8 成新 6.5 升海尔全自动洗衣机

450元优价转让，13607482194

▲九成新 21 寸创维牌彩电 240 元

优价转让，罗先生 13723866760

▲九成新喜德胜山地车 550 元优价

转让，周先生 13055188169

▲优价转让数码大头贴、全身贴机

子各一台 15802699117王先生

▲全新新飞冰柜一台低价转让，于

先生 15084748816

女工程老板丰韵慷慨 43 离 1.60 房车

全盼素质男共享生活 13786185495

经商女 30 离未育 1.60 房车全肤白秀

丽觅真心成家有品味男 13508484076

���我校于 1979年创建，直属长沙市教育局管理的专业高考补习学校。 三十年来就读学生

16170余人次，其中 13910余人考入了全国各类高等院校学习，占总人数的 86%，有 6750 余

人考入了清华、北大、中国科大、中国政法大学、北航等重点名牌学府。

2009年第 30届高考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理科一、二本线的 123人，文科一、二本线的

61人，艺术 75人。 截至 7月 15日止楚才高考补习学校已有 92人被一批本科院校录取。

长沙市楚才高考补习学校 2010 届招生

楚才学校正在火热报名，8 月 4 日开学

校 址：长沙市蔡锷中路一条巷 11号

电 话：0731-84455052、82561737

网 址：www.chucaigb.com

在家创业 轻松赚钱

布艺画粘贴， 寻合作加工生产，

纯手工无需厂房设备。 长期免费

供料，每月上门收货付款，单位

个 人 均 可 接 产 。 短 信 索 函

13001234355（免费邮寄）

www.ycttv.com免费电话 400-7050-128

圆落榜生理想大学梦

国内外高校统招单招预科等教育

咨询指导， 专业诚信， 成功率高。

13308499031另诚征各地老师代理

喜喜

来登婚恋

中国婚介委员会成员

湖南唯一国家级认证

五万会员结婚九千对

聘传统、网络红娘 30 名

赤岗冲雨花民政局楼

QQ：1043037115、1138975429

女 28 独居空闺 1.60 楚楚可人倍感

寂寞盼重责男情爱滋润 85553236

打工美妹 26未 1.65求真爱

男 40离 1.72自做生意房车

男 60离 1.74离休干部独居

女 24未 1.62白领丽人薪高

男 40离未育 1.78私营业主

女 23未 1.64好职业房车齐

大学漂亮女教师 28未 1.62

男电力高工 30未 1.73宽房

女 29未 1.64广州高管房车

男 40离 1.72自开医院宽房

男 30未 1.76军官前途好房

女 29未 1.62美丽医师有房

男 30未 1.75品优公务员房

白领美女 26未 1.68家境好

女 32离未育 1.60省级医院

男 34未 1.73公司高管有房

85450782

83935309

84145024

83935308

83935307

85458062

84713374

85554986

爱心驿站婚友

可可富裕女孩 29 短婚未育房地产 3*2

住房征 38 下有孩男视亲生 86754036

晓晓 36 离无孩经商生意旺收入高独住

房 人 实 在 征 有 孩 成 家 男 86625693

岱姐 47 离孩对方私营主家境好私房一

栋 通 情 达 理 征 可 上 门 男 87485341

粟姐 51 女独立自办企业房门面具全生

活 富 裕 显 年 轻 真 心 找 伴 86167826

男 57 离女成家副校长退休独住喜爱书

法 情 性 好 征 55 下 女 13786145512

男 61 丧儿女成家条件好工程师退休身

体好房多套征 58 下女 13142019199

交友女男人梦想中的女人如花的脸蛋诱

人的身材“峰”挺迷人 30 离 86167279

平安售后特聘

25－50 岁高中以上学历，从事续收理

赔保全，月薪 2500－5000 元，有养老

医疗意外保险 15802596509刘经理

孙 莉 遗 失 会 计 证 ， 证 号 ：

43010000028102，声明作废

吴跃军 430523198201254356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嫣然 430103199009281028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谭文遗失身份证及驾驶证，身份

证号：43010519690123255X，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文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由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

证 正 、 副 本 ， 核 准 号 ：

J5510004745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静遗失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

身份证号：432423197110310027，

声明作废

黄友云，彭国姣夫妇遗失长沙市

岳麓区莲花镇华宝村友谊组老

户口本一本，特此声明作废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永安火炬：83205388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

培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

报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

练，随到随学。 凭学生、下岗、失业、退

伍证（一年之内）报名特价：2980元

红旗区 85360001上大垅 84515757

总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8８８８５２８８

猎鹰驾校

天鹰驾校

市内训练场（二环线内），日夜练

车。 南郊公园：85261808 南湖

路：82237308 河西：88857575

湖南农业大学公办

乘 317路可到达 110、802 路终点

站。 预约接送，收费一步到位

东方驾校

84673578

84673598

地址：湖南农业大学校区内

一定发

优价搬家拆装空调

84478678

万顺

84148466

85138188

聘搬运工

满堂虹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2427848

久

发

不限时路 全市通行

82485818

85457628

www.998bj.cn

诚信搬家 84427882

�������我院率先引进 ES—10000SPM阳痿、早泄检测仪，能在 10 分钟内快速、

准确检测出阳痿、早泄等性功能障碍致病因，采用目前国际最先进有效的基

因介入疗法，对阳痿、早泄、不育症、性欲减退、器官短小等症进行系统治疗，

其特点是不受年龄限制，当天见效，短期可治愈，随治随走。 能在短时间内为

你解除难言之隐，愈后不易复发。 会诊后由专家成员长期应诊。 节假日不休。

特 邀 全 国 男 性 专 家 联 合 会 诊

地址： 长沙市曙光中路 108 号长沙康达医院三楼男性功能

障碍专科，乘车路线：107、130、138、805、912 路到左家塘北

下即到，108、703、809、906、915路到左家塘即可。

会诊时间：7月 16日至 7月 31日，免收仪器检测费

82192296

预约

电话

康达医院省、市医保定点单位

0731-

印 刷

鸿丰彩印

13017380110孙

我是全市最低价

低价工商代办 82683460

特价工商税务 84455938

工商记帐报税

评估验资审计

82815926

速办特惠工商 82147786

项目立项备案上网

代理各类特殊证照申办或延期、

注册增资摆账、省直机关人脉及

各类麻烦事务服务 13077330202

工商税务

85143088

13908456386

高价回收药品

医保卡咨询 电话：15802552871

特价工商

85812025

13107115158

提示：交易请核对资质，涉及经济往来请慎重！

代 办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调查侦探 15874006636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6544088、82241122www.gzjtn.com

律师调查咨询

鹰眼调查

律师带队、精英组合、查找老赖

专业婚姻调查，各类资料查询

具有多年收债经验

合理追收全国死账、烂账

专业合法、成功付费

24小时

热 线：0731-82222446��13549655559

佳丽之约

13548946210

大学生白领模特

激情交密友真诚择偶找李姐 82526566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

重，警惕非法婚介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激情交友真诚择偶找琴姐 82235172

戏机遥控器放在口袋内任意

遥控多种机型。不装程系可控

麻将机遥控器上市。 13873023200岳阳

游

扑克分析仪

2009 年最实用产品：单人操作，不

用电脑，准确率百分百；适合三公、

斗牛、金花、豹子、梭哈、十三张，点

子等纸牌娱乐。 厂家直销 电话:

13469428989周生（长沙区域）

普通扑克必胜

独家技术：可绝杀斗牛、金花、三

公二八必，大牌发自己，小牌发

别人，实战实用 T：13170400333

奥达电玩

现有大量特价商用游戏机，模拟

机，（飞机、枪战、打斗、音乐、益

智）各种新旧牌机，麻将双打类机

台，少量斯洛克高档桌球台等。公

司办公现已迁至后院（原仓库）。

电话：0731－84137800

娱乐设备

仅 供 健 康 娱 乐 ， 严 禁 赌 博

扑克麻将无需加工隐形配带戴清楚

舒服，最新四口程序麻将机洗牌快准

确率高。白光麻将、扑克、砣子变牌器

（桌）声控遥控板、半秒分析仪单人操

作特准，独门绝技。 火车站三九楚云

大酒店 406 房 13873193166

透视神镜

新感应

最新一体万能麻将（单口、四口）

程序机：可按地方要求现场编程，

新旧麻将机可上门安装， 终身维

修，直销感应变牌器（桌/包），密

码麻将、扑克、牌九、骰子、高清透

视眼镜、药水、监控扫描仪（杯、

碗）等，名师授牌技。

长 沙 晚 报 对 面 7F

麻将机

变牌桌

13467671788

专本硕博招生

0731-88880849

重点大学各级各类各专业在职升造

聘

养老金医保卡发放员 15 名

薪优，25-50岁 15974152729

聘

资料整理、协理调查、售后服

务 ，25 -45 岁 13548955558

急聘公关

收入丰厚男女不

限。13808489611范

聘

养老金医保卡发放员 15 名

薪优，25-50岁 13319588115

男女公关， 伴游，服

务员。 13975176220

高薪聘

体育单招 大网录取

招体育生、文理科转体育生（零

基础）280 分以上复读转体育生

专业课 +文化课 签约本科

电话：027—61036668、027—87635110

重点中学骨干教师执教，非私人

办学，09 年高考上线率 98.7%，

本科上线率 87.2%。 高考补习进

华 奥 ， 金 榜 提 名 更 可 靠 ！

地址：湖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网址：hagkbx.12799.com

电话：0731—88611335、15573102958

师大华奥高考补习

全能班、美容养护班、进修班、考

证班、中专班大专本科班（脱产

或业余），包就业。

0731-82300678

www.0731car.com

长沙志远复读学校本科录取捷

报频传！ 09年继续开办精品班、

实验班、重点班、艺术生文化达

标班，签约兑现承诺。

电话：85141318 www.zygkbx.cn

高考复读

中央音乐学院

卡丹萨音乐学校

特开设暑期免费试教班：小提琴、萨

克斯、吉它弹唱。 T：0731-85530788

郑重提示：选择请慎重，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招生招聘

落榜生名校插班录取

快取专本硕博建造师 86565290

船舶公司直招， 武汉航海学院、

交通部海事局武汉培训中心培

养，保障就业，年薪十万，可录取

部分身体素质好的低分考生。

●对象：应往届高中、初中、中专

毕业男生，身高 160cm，

身体健康，无色盲色弱。

●面试时间：7月 25日下午、26日上午

●地点：长沙火车站对面“三九

楚云大酒店”1607房

●电话：（0）13349875798

027-50738159、50738239杨老师

●网址：ｗｗｗ.ｓｅａｙｅｎ.ｃｏｍ

高级海员招生

湖南独家招代理 hncfy.com 13974862568

清庭鞋底清洁消毒机

友味鸭脖 加盟

现场传授黑鸭，鸭脖，卤菜，素菜技术。

学习技术 2000 元，配送加盟免收加盟费。

技术

配送

热线：0731－84762466、84762868

售桑塔纳 3000、中华

金安公司出售退役出租车、桑塔

纳 3000、中华、红旗，包过户迁档

0755-33333338 13480867622

联系人：张小姐

海创万尔塑业

注塑产品加工，模具制造 电话：

0731-85126405 13677369563

灯饰厂家 外发加工

现有大量灯饰配件手工产品外发加

工，免费供料货源稳定，现金结算，

接产客户可报路费 www.zshdx.cn

0760-22389733 13590722406

广东中山市古镇东岸北路 387号

规模资金寻项目合作

矿山、水电站、房地产、农业、养

殖、交通、在建工程等专项资金

投入。 028-85289227/9四川宏运

项目投资合作

010－58612512 58614883

大额资金寻项目，个人、企业均可

培训项目招商

�����轻松起步，年利几十万

达高英语总部诚招各县市代理

电话：0731-84699779

全省招商

郑重提示：交易请慎重，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

广告类 35元/行起 公告声明类 40元/行起

◆

正文每行限 13个 6号字（每行约为 4×0.3cm）

刊登热线：0731-84190101 82767258 24小时值班：13875895159

传真：0731-84190202 QQ：602058576 宁乡点：82373601

一

个

电

话

立

刻

上

门

当

日

办

理

次

日

见

报

鼎极文化独家经营

上海建冶 网址：www.china-shjy.com

高压磨 微粉磨

制砂石料生产线

上海：021－50325201、50325205

佳达教育

85063693

办理入转学

所学科目达 A，一线名师授课

美术培训

名师执教、 个别辅导

15116254158 刘老师

数理化英 85116411

兴趣提高、方法改进、暑假全程辅导

140m

2

门面转让或租

解放东路华天大酒店旁 13739099045

诚征各地市合作伙伴 共同发展

消防、智能化、防雷、机电安装、

装饰装修工程总承包！

13007480000 www.shmen.com

狮门安全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商标 品牌企业

大学教授 69 岁 1.72 丧偶独居 120m

2

健康心态好征 60内退休女 84427800

平和务实的他 53 岁 1.78 本科自办实

体有房车觅 40左右无业女 86542955

喻辉户口内页遗失, 身份证号：

4301241979112349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狄卫勇遗失护照一本， 证号：

G35647352，声明作废

易玮 430122196702160692 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郭飞遗失坐落于东屯渡农场二分场

老屋园 001 栋 308 房的权证号为：

90029103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李军生遗失执业药师证， 证号：

0072777，声明作废

陈明遗失身份证 , 号码为 ：

430121198803074921，声明作废

李军生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编

号：431204340512，声明作废

王瑞强 430104660417102 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开福社区婚介 84360078

政府公办，虚假婚托双倍退费

招 聘

长沙民康医院招聘护士若干名，

化验员一名，有上岗证。

联系电话：15274850687刘先生

低价转全新办公家具

本公司因转向原因， 低价转让

全新办公家具（含 16 座隔断、

附柜、转椅、办公桌、茶几、文件

柜、 插卡电话机等）， 原价

27800 元，转让价 13800 元，适

合新办公室之用。有意者致电：

0731－84166710边小姐

公 告

转让出租

搬家 回收

驾 校

家政 家教 拆旧

▲低转让八成新三星笔记本电

脑一台。 15874971118明先生

▲九成新美得理牌多媒体电子琴

低价转让，邓小姐 13017291511

为抗议第58届墨

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

介绍“东突”民族分裂

分子的纪录片，中国电

影导演贾樟柯和赵亮

日前决定撤回准备在8月中上旬在墨

尔本国际电影节上公映的3部影片。

据澳大利亚《世纪报》报道，墨尔

本电影节原定播放中国大陆导演贾

樟柯监制、中国香港导演唐晓白执导

的电影《完美生活》， 贾樟柯执导的

《河上的爱情》 以及中国大陆导演赵

亮执导的《上访》这3部影片，但主办

方准备在电影节期间播放介绍从事

民族分裂活动的“世维会”主席热比

娅的纪录片，甚至邀请她来墨尔本出

席电影节开幕式，中国导演决定不再

出席本届墨尔本电影节，并撤回准备

参展的电影，以示抗议。

贾樟柯在致墨尔本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的一封信中说， 乌鲁木齐7月

上旬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造成许多

人丧生。 多数死难者家属都认为，以

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对这一事件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执行主任理

查德·摩尔22日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

公司采访时，证实了中国导演退出电

影节的消息。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每年

举办一次，是南半球最具影响力的国

际电影节之一。第58届墨尔本国际电

影节将于本月24日开幕。

抗议澳大利亚邀请热比娅出席墨尔本电影节开幕式并播放其纪录片

中国两导演拂袖而去

“疆独”头目热比娅图谋借窜

访日本争取曝光率的梦想可能

要落空了。在日本媒体报道热比

娅将于28日开始访日的消息后，

日本民众的反应也许会让她失

望。日本各政党忙于选举自顾不

暇，谁也不想去碰热比娅这个烫

手山芋。而从日本民众的反应来

看，大多数日本人不是“不欢迎”

就是“不关心”，有的甚至还称热

比娅为“瘟神”。

■综合新华社、环球时报

□各方反应

针对中国电影导演贾樟柯、

赵亮为抗议第58届墨尔本国际

电影节播放介绍“东突”民族分

裂分子纪录片而退出电影节一

事，中国导演界纷纷表示坚决支

持这两位导演的行动，并对电影

节主办方表示强烈谴责。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告诉记

者：“中国电影家协会对第58届

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做

法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 李前

宽同时表示，中国电影家协会将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商讨有关事

宜并采取相应措施。

正在筹拍一部反恐题材电

影的香港导演唐季礼获悉此事

后异常震惊：“在电影节里播放

恐怖分子的电影极其不合适，换

成是我也会退出。”

中国导演界坚决支持退出电影节

在如今中澳关系正处于微

妙之际，澳大利亚电影节趁机玩

政治赚眼球的卑劣行径彻底激

怒了中国民意。澳电影节执意要

播放“疆独”头目热比娅的纪录

片，超过九成的中国网民支持抵

制该电影节。有网友表示，“没想

到澳大利亚是这样的国家，令人

失望”。 还有一位网友愤怒地写

道，“在西方大国都对热比娅不

怎么感兴趣时，澳大利亚这个自

不量力的家伙竟然跳这么高，看

来已经无知到了可怜的地步

了。”

九成中国网民支持中方抵制

日本民众不欢迎热比娅窜访

□相关新闻

中国代表团

赴俄谈华商问题遭冷遇

据媒体7月23日报道，中国多家部委组成的代表

团22日飞赴莫斯科， 就大批华商货物被扣事件进行

交涉，据说此次事件涉及金额达50亿美元。不过从俄

媒体的报道来看，中方代表团很可能会遭冷遇。

俄《生意人报》22日称，中国代表团是“为切尔基

佐沃市场讨价”而来，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会谈

不会取得大的成果”。报道称，莫斯科对中国代表团

的到来十分冷淡，大部分政府部门甚至不想接待。目

前只有联邦经济发展部表示准备与中国代表团会

面。 ■据环球时报

▲

位于夏威夷莫纳克亚山的红

外天文望远镜观测到在木星南极附

近一个地球大小的撞击痕迹

孟加拉国政府23日报告说，过去一个半月内，首

都达卡有23名儿童因肾衰竭死亡， 而服用问题扑热

息痛糖浆可能是这些儿童死亡的原因。 据达卡儿童

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医生对一名患者

入院前服用的扑热息痛糖浆进行检测后发现， 其中

含有有毒物质。 ■据新华社

孟加拉国23名儿童

服用止痛药死亡

贾樟柯监制的《完美生活》及执导的《河上的爱情》原定

在电影节上公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