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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牌具公司

批兼售 包教包会一体指纹触摸麻将机（可上门安装）

合肥新亚汽车站对面嘉华中心B座601室
热线：13075508507

闽师传授，扑克、牌九、麻将、临场千术，准确无误、
包教会；批白光、红光、一对一、麻将、扑克、牌九、透
视眼镜、猜宝仪、遥控色子，单人操作电脑分析仪高
科技产品等；最新发明，不限灯光，眼镜扑克。

艾尚装饰

公司地址：双岗（西站牌）众城国际广场1#1503
电话：0551-5856627 13637099094

项目名称 单价 材料品牌
墙顶面乳胶漆 20元/平方 多乐士佳丽安涂
墙地砖铺贴 28元/平米 东关水泥
单面包门套 68元/米 裕森E1板材、来威油漆
无门衣柜 450元/平米 裕森E1板材、来威油漆
石膏板吊顶 80元/平米 泰山石膏板
防水处理 50元/平米 华亚防水
电路改造 28元/米 绿宝电线、鸿雁线管
水路改造 44元/米 日丰水管......

教包赢绝技

地址：合肥新亚汽车站对面嘉华中心A座1503室

身怀绝技，真功手法，牌艺生涯30年，资老艺深
用您自带的扑克、麻将、牌九、骰子，按您要求，现场模拟满
意再学，2小时包教会手法控牌、变牌、背面认牌、掷骰子
等绝技，保证要几有几，绝对真功，实战包赢。纯手法无破
绽！上门传授，出场面议。13956090502

安徽泰豪装饰公司
同样的质量比价格，同样的价格比服务！

地址：合肥市政务区翡翠路与祁门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551-2359038 13965036010
做事先做人，诚信求发展

潘记龙虾
潘记龙虾药膳同补
多彩扎啤,青岛独有

电话:0551-4679597
地址:宁国南路龙虾街青年西区往南50米

全程直播世界杯

常吃—不 老 草
活到百岁身体好

现今社会，环境的污染以及各种食物添加剂的滥用，原本
健康的身体却无端吃出疾病。2000年，一种全新的“自然养
生法”风靡世界：吃大兴安岭原生态的“不老草”，全球上亿患
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动肪硬化、脑萎缩、糖尿病、便秘、
失眠等慢性病人因此受益，他们不仅疾病得以康复，而且延年
益寿，被众多患者形象比喻为：常吃不老草，活到百岁身体好！

介绍不老草"自然养生法"的养生丛书《从头到脚
不得病》已出版，来电免费送，索取电话：
0551-4248855

素有"绿色宝库"美誊的大兴安岭，存活上千年之久的
马尾松、油松、银杏、冷杉等珍稀植物到处可见，北林寺附
近一棵已有8543年树龄的马尾松，至今依然青松茂密，
枝繁叶茂，可见其生命的顽强。珍稀植物草苁蓉因其润
肠通便、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药理作用而名贵天下。草
苁蓉与马尾松等寿命极长的千年植物又被称之为"不老
草"。中国药王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阐述了服松子法、
服松叶法和服松脂法等自然养生法，他本人也受益于此
活到141岁。

在大兴安岭研究不老草的北奇神集团周若木教授，
八年时间靠树叶、树皮、野果维生，居然没有因为营养不
良而病倒，反倒以前的高血压、心脏病自然好了。

联合国生命科学研究司司师乔治先生说：长寿物
质的确存在于自然之中，不老草中生物类黄酮就是人

类一直寻找的长
寿物质，中国大兴
安岭的马尾松、油
松和草苁蓉含量
极其丰富，是全世

界最好最神奇的不老草。
我国大兴安岭马尾松、油松、草苁蓉、灵芝等是生命

力最旺盛、最长寿的千年树种。它冬不畏严寒，夏不怕酷
暑，抗病毒、抗衰老。被誉为"不老草"。生命科学家在研
究中发现，它们之所以长寿，是因为都含有大量的能控制
人体各个器官衰老最为关键物质之一"生物类黄酮"。这
就是存在于人体的长寿物质，随着人的年龄不断的增长，
生物类黄酮就会不断流失，人体的各个器官就会开始衰
老，疾病随之而生。

科学家们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经过数千万次
的实验，结合各种科学数据分析得出：用松针、松皮配合
灵芝、冷杉、草苁蓉制成不老草茶饮用，超乎寻常寿命的
生物类黄酮就能被人体完全吸收，同时，科学家们还证
实：坚持每天两杯"不老草茶，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动
脉硬化、糖尿病、失眠、便秘等病症就会不治而愈。"人类
不得病,长寿的愿望就轻松实现。

不老草茶是由多种寿命超过千年的寿星树叶、树皮
配合草苁蓉、灵芝、黄杞等原生态辗磨而成，因含有树叶、
树皮，而被形象称之为"吃不老草"。

现已证实的效果包括：1、高血压能降，低血压能升，具有明显的双向调
节作用；2冠心病的首选食品，缓解心悸、心绞痛效果明显；3、融化血栓，改
善中风偏瘫症状；4、令人头痛的便秘问题，基本上是上午喝下午通，晚上
喝早上通；5、摆脱失眠，每天享受甜睡眠；6、改善糖尿病并发症，比蜂胶强
百倍；7、白发转黑、胖子变瘦，瘦子变胖。

科学家们对服用者的跟踪调查后得出一个普遍的起效规律（括号里
的天数表示喝不老草全松茶后起效时间）

冷热引起的感冒（当天起效）；便秘（1-3天）、阵发性头痛（1-3天）、失眠（3-7天）、高/低血压
（3-15天）、高血脂（60-90天）、糖尿病（60-100天）、眩晕（7-10天）、心绞痛（15-30天）、高胆骨醇
（30-90天）、蛋白尿（10-30天）、痛风（15-30天）、疲乏无力（7-10天）、鼻炎（5-10天）、头晕眼花
（5-10天）、肢体麻木（15-40天）、腰酸背痛（3-10天）、肾虚（30-60天）、前列腺疾病（30-60天）、脱发
白发（40-60天）、口腔溃疡（3-5天）、胃痛胃胀（3-7天）、脑中风（60-180天）、偏瘫失语（90-180天）、
动脉硬化（30-100天）、支气管哮喘（5-10天）、牙周炎（3-10天）、心功能不全（30-60天）、关节炎风湿
骨病（30-40天）。

由于人的体质以及病因、症状的不同，感受不老草茶的效果也不完全
相同，对于有病之人能祛病除病，对于健康之人能起到养生保健的效果。
虽然不老草茶并非灵丹妙药，也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但靠自然养生法来
改善身体状况，实现延年益寿也并非是不可能。

光大药房（金寨路1号望江宾馆东大门南侧）
养生大药房（三孝口邮局斜对面）
步行街大药房
德胜药房（阜阳路）
老德记药房（太湖路）
商之都负一楼医药专柜
乐普生商厦一楼药品专柜
广善源药房（三孝口五星电器斜对面）
廉康药房（三里庵家乐福对面）
安保大药房五店
广济大药房（元一、大市场店）
圣安堂大药房（明珠广场易初莲花旁）

君康药店（铜陵北路好又多超市内）
曙光商厦负一楼药品专柜
丰泰药房（马鞍山路合家福购物广场）
卫岗合家福医药专柜（徽州大道与望江东路交叉口）
庐阳大药房（三孝口五星电器斜对面）
天健国药房（杏花公园旁世纪联华
超市一楼医药专柜）
天健国八店（长江饭店楼下）
为民大药房各连锁店
琥珀大药房四店
肥东：翔泰大药房（沿河东路）
肥西：派河大药房（金鸣街对面）

购买正宗不老草全松茶，享受：原价49.8元优惠价39.8元

买10送3
买5赠1

再送

灵方皮舒克一支10ml
或

灵方破立妥一瓶10ml
或

灵方脚臭净一盒30ml预约电话：4248855 /42448980551-

大兴安岭正宗不老草茶
经国家卫生部批准

具有延缓衰老的功效
购买时请认准：

源自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字样
16袋/盒

本报社区求职栏目继续为您刊登求

职信息。报名电话：0551-2620110。求职

过程中，请核实双方相关证件，保证求职

安全。

孙先生，30岁，想找一份足疗师的工

作，联系电话，13805601208

王先生，44 岁，想找一份带车的工

作，联系电话，15955126193

李先生，21岁，想找一份挖掘机驾驶

员工作，联系电话，18756086042

赵先生，21岁，想找一份会计、仓管

工作，联系电话，15056026134

记者 梅静

社区求职

我们每天都接触的淘米水其实用处

很多，今天快乐主妇就告诉你几招：

1、从市面上买回的肉，有时会沾上

灰土，用自来水洗不干净。如果用热淘

米水洗两遍，再用清水洗一遍，肉就会很

干净。

2、砧板用久了，会产生一股腥臭

味。可将砧板放入淘米水中浸泡一段时

间，再用点盐来洗擦，然后用热水冲净，

砧板上的腥臭味就可以消除了。

3、咸鱼放入 1 盆淘米水中，再加进

50克食用碱，搅拌均匀，浸泡半天，取出

便可以烹调了，咸鱼味道鲜美。

记者江亚萍/整理

快乐主妇

淘米水有这些妙用

罗松英服侍公公的点点滴滴，左邻右

舍看在眼里、挂在嘴上，都夸她是个打着灯

笼也难找的好媳妇。小区里哪家媳妇与公

婆不和时，人们也都以她作为榜样。小罗

的孝心孝行还影响着活泼可爱的女儿，刚

牙牙学语的孩子，只要手里有点吃的，都会

先送去给爷爷吃，逗爷爷开心。

在媳妇的悉心照料下，公公心情舒

畅。邻居们说：再苦再累，她总是以一张笑

脸对待老人、孩子和邻里，当问及三年来服

侍瘫痪卧床老人的感受时，她笑着说：“老

人瘫痪这几年，丈夫又出去打工挣钱，家庭

的担子就落在我一人身上，你说能不累

吗？但孝敬父母是咱的义务啊！”

孝顺媳妇胜似亲女
照顾瘫痪公公三年 孝道感动邻里

几年来，她默默无闻地操持着困顿不堪的家庭，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瘫痪在床的公公。她就

是合肥南七街道科企社区感动邻里的农村姑娘罗松英。 张欣孙薇记者马冰璐

2006年，罗松英经人介绍从亳州嫁到

合肥，与在化机厂工作的王成兵结婚，婚后

一家人和和睦睦，苦中有乐。但天有不测

风云，2007年 4月的一天，公公突患脑梗

塞，瘫痪在床。自此她不仅要在医院服侍

公公，还要操持繁重的家务。为了节省车

费，她总是徒步奔波在医院与家之间。

2008年3月小罗的孩子出生了，6月，

公公又因并发症住进了医院，她把仅三个月

大的孩子交给邻居大姐看管，早上熬好稀饭

早早送去，晚上给公公喂完饭，擦洗好身子

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小罗没有奶

水，女儿全靠奶粉喂养，公公每年都要在医

院住上几次，这无形中又加重了家庭开支。

自己没有工作，此时爱人也失业了，怎么

办？罗松英毅然决定让丈夫外出打工，自己

独自挑起照顾瘫痪公公和孩子的重担。

吃喝拉撒睡，对一个大小便失禁、生活

不能自理的瘫痪老人来说，困难超乎想

象。第一次给公公擦洗身子，小罗既感到

羞涩又怕别人说闲话。可罗松英转念一

想：“我们当儿女的不照料好他，谁来管他

呢？”于是她抛开世俗观念，为公公擦洗身

子。公公卧床消化不好，不能吃辛辣过硬

的食物，小罗就变花样做老人喜欢吃、有助

于消化的饭菜；公公牙不好，小罗就把肉切

细炖烂；老人手抖，拿不稳筷子，小罗就一

勺一勺地喂。

老人瘫痪在床，需要清爽的居住环境，

小罗就把2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分为二，让

公公住在空气好朝阳的南边，自己和爱人

带孩子住在背光的北边。老人每天要不断

翻身，要不身体就会长褥疮。小罗就随身

带一块表，每两小时就帮公公翻一次身，虽

已卧床整整三年，但王老精神矍铄，面色红

润，身上没生一个褥疮。说起儿媳，70岁

的王老哽咽着说：“唉！这些年真是拖累她

了，没有她，恐怕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在媳

妇的精心照顾下，现在的王老恢复得很好，

已能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外面散步了。

星报讯（记者 江亚萍） 昨日，合肥一

学生家长牛女士来电反映，自己的女儿在

合肥某中学上初二，最近几天女儿情绪一

直很低落。牛女士经过打听才知道，原来

老师在班上透露，这学期期末考试非常重

要，初三将以期末成绩划分重点班和非重

点班。老师一席话，弄得孩子十分紧张。

据牛女士介绍，最近几天发现一向开

朗的女儿情绪莫名低落，以前晚上11点之

前肯定会睡觉，但最近几天到半夜也不肯

休息。前几天牛女士下班顺道去接女儿，

在学校门口和其他家长一攀谈才知道，原

来女儿老师说，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成绩

将作为孩子升入初三划分重点班与非重点

班的依据。回家和女儿交流后，牛女士这

才明白，虽然女儿成绩不错，可也很担心自

己如果发挥不好，到时候被分到非重点

班。牛女士表示，分班本来就不合适，而仅

仅凭借一次考试成绩来划分班级更不合

理，自己在和其他家长交流中得知，很多家

长意见很大，认为老师这种做法欠妥。

就牛女士的反映，记者联系到合肥市

教育局基础教育处，该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义务教育阶段禁止划分所谓的重点班

和非重点班。同时，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将

立即把情况反馈至该中学所属辖区庐阳区

教育局调查处理。

老师一席话，弄得孩子很紧张
合肥一学校以考试成绩划分重点班，家长意见大

胜似亲女 服侍公公三年

潜移默化 孝道感动社区

昨日上午，一群省城市民骑车来到

西瓜之乡合肥三十岗旅游，享受乡村的

新鲜空气和西瓜采摘带来的快乐。据了

解，许多市民利用端午小长假进行短途

旅游，合肥周边乡村的农家乐餐馆也因

此生意红火。

葛传红 记者 王恒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