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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越
来越明显" 虽然医疗护理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但
最令政府感到头疼的问题是#患上老年痴呆症的
人越来越多"

目前! 英国已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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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老年痴呆症患者!英
国当局每年需要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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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英镑的高昂费用为他
们提供护理!核算下来每秒钟需要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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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

根据专家估计!英国患老年痴呆症的人将在
"#

年
内增加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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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如果将患者$患者家庭及
照顾病人的护理人员计算在内!老年痴呆症将影
响近三分之一的英国人口"

可喜的是!中医药已找到了预防$治疗老年
痴呆症的有效药物" 白云山% 复方丹参片&成功引

入国际一流的 % 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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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有效成分科学配比!不但是一般心脑血管病患者的
首选药物!而且也能多途径延缓脑衰老!改善记忆
和认知功能! 对预防和治疗老年痴呆症有显著疗
效 ! 获 得 防 治 老 年 痴 呆 专 利 ' 专 利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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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白云山复方丹参片年产量
.#

亿片!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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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在服务上!白云山和
黄中药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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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 计划两年内在全国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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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永不过期&的药店!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
购买% 永不过期&的白云山中药"买白云山复方丹参
片可自动加入神农俱乐部!免费享受% 个人健康服
务 & 基本服务 ! 免费咨询服务热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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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老年痴呆症患者护理开支成为定时炸弹

昨天!记者获悉!郭德纲在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自家别墅外圈占公共绿地! 用木
栅栏建起小花园是否违法一事终于有了定
论" 城管开发区分局于

.

月
(

日向郭德纲发
出 ) 限期改正通知书* ! 要求其于

.

月
%"

日
前! 将破坏绿地恢复原状并拆除地上构筑

物+++木制亭子" 城管开发区分局表示!他们将
依法履行执法程序!坚决纠正违法行为"

城管执法人员表示!

.

月
(

日他们将通知书
送达了郭德纲的别墅!一位自称其徒弟$名为张
磊的人当面进行了代收! 并表示愿意配合有关
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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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妖艳的
猛男和一个激情的富二代!再加上一个
整天化着烟熏妆装嫩的资深美人!他们
一起煮了一锅感情的大杂烩" 偶像剧
) 泡沫之夏*说的就是这点事儿" 此前在
湖南卫视播出!) 泡沫之夏*创下收视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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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泡沫之夏*将在百度旗下
高清视频网站奇艺首播"

一般来说! 偶像剧都是年轻演员
的专利作品" 显然!何润东$黄晓明$大

+

算不上年轻演员了!这些% 老人家&的表
演被指在装嫩!越看越别扭"

) 泡沫之夏*在湖南卫视播出后!网
友并不买账!黄晓明的表演相反被质疑
为% 矫情$装帅$装嫩&"

大
+

当年% 很偶像&!) 流星花园*里
的% 杉菜&让她打开了大陆市场的大门!

令无数少男少女为之疯狂" 同样是大
+

的作品!) 泡沫之夏*带来的争议要多得
多" 有网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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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人!再去出演
"#

来岁的角色!确实有点难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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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润东$黄晓明$大
+

玩偶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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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在一起装嫩

郭德纲被曝已有道歉意向 网友恶搞% 道歉信&出炉

老郭不道歉

% 违规圈地&和% 弟子打记者&的升级连锁链!不仅让伶牙俐齿的
郭德纲% 噤声&!连最能代表他话语权的博客也全部删除!而德云社
和他身边的人都选择% 集体沉默&"

记者昨日发现!网络上连日来热闹非凡!不但有网友恶搞代表
郭德纲呈上% 道歉信&!还有众多网友替郭德纲着急支招#还是道个
歉吧!回来好好说相声"业内人士也表示!目前郭德纲最需要回应的
姿态!就是一句真诚的% 对不起&"而据德云社一位演员透露!现在郭
德纲已有准备道歉的意向了"

近日! 一篇以郭德纲为名!

网友自发撰写的% 道歉信&!在郭
德纲$ 德云社的贴吧和论坛中!

被疯狂转载!虽郭德纲经纪人王
海表示!此事纯属网友恶搞" 但
不少网友都认为 !深陷% 口水漩
涡 &的郭德纲 !对现状最好回应
就是真诚道歉" 网友% 天下为公&

留言说 #% 人最重要的是真诚和
坦诚!只是你不能总是坚持自己
没错" 其实!只要一句真挚的, 对
不起-!大家还愿意做, 纲丝-!盼
郭德纲艺术之路一帆风顺!不要
显出傲慢" &

虽然网友恶搞的
%"

条% 致歉
理由 &充满愤慨和调侃 !但也反
映出网友对郭德纲道歉的期待"

与此同时! 不少媒体也认为!成
为众矢之的的郭德纲% 只需要真
诚地 $ 坦诚地剖析下当时的心
境 ! 譬如对部分记者有不好印
象 !事件发生后反应过激 !此后
明白公众人物应有表率作用!博
文中, 穷人-, 北京台龌龊-, 记者
是妓女-等言论具有单独的指向
性 !并非全指 !或许能让媒体及
公众将心比心赢得理解&"

自徒弟打记者事件后! 郭德纲的一系列
言论引起各方议论" 相声前辈常宝华点评说#

% 法律$法规虽然能够管制很多!但管不了修
养!总之这件事情需要大家引以为戒"&相声演
员姜昆也在接受采访时称#% 有个别相声演员
把, 反三俗-作为笑料!在演出中任意调侃!用

戏谑的态度应对!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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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与郭德纲同拜侯耀文为师的魏元成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觉得郭德纲是个明白
人!他不能因为这件事弄得身败名裂!我认为他
一定会道歉!只不过是时机问题!只要新闻势头
稍有缓和!我觉得他一定会出来!真诚道歉的" &

无论网络还是圈内人! 都为郭德纲献计
献策!而此时的郭德纲与德云社又如何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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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致电郭德纲经纪人王海!声音略显
疲惫的他说#% 现在网上声音太多了! 但我只
能说都是不真实的!我不辩解!也不表态" &随
后! 记者向其提及道歉一事! 王海只隐晦表
态#% 现在我不方便回应" &

随后! 记者联系了多位熟悉郭德纲的圈内

人!但对方都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日前!德云社
一位负责人曾当着采访记者的面! 对剧场员工
说#% 这几天不要在外面说我们内部的事情" &而
一位德云社演员向媒体透露说! 目前社里有规
定!不能多说一句话"% 压力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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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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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演出!还有
"#

日开始的全国巡演!怎么都得
演!要不就得赔偿巨额违约金0 &随后!这位演员
还透露!现在郭德纲已有准备道歉的意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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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古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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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莲曼扇画精品展* 将在商都艺术馆
北楼观想艺术中心展出!这是我省三位
女画家的联袂之作"

一把扇子!大不盈尺!在这有限的空
间里!中国书法和绘画以其最为抽象又最
具延展魅力的特色将笔韵墨道推向极致!

也将无限的空间和有限的方寸有机地结
合了起来" 自魏晋以来!扇面上作画是
许多文人墨客的一大风雅之事"

此次) 冰莲曼扇画精品展*由著名
诗人$评论家曹天出品!我省女画家吴
冰$崔秀莲$赵曼从女性视角赋予扇画
新的情趣" 三位女画家所选择的画面形
制和艺术语言各有侧重!或婉约!或清
雅!或奇妙!相映成辉!合成出欢畅淋漓
的艺术感染力!盛夏里给人带来清凉的
愉悦"

女画家三人行
七夕节展扇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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