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3月5日 星期六 编辑/李青 图编/覃翊 美编/刘铮铮 校对/苏莹

A10

都市·公共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2000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首个冬虫夏草

DNA数据库，不仅将冬虫夏草的研究推进到了

分子研究的先进水平，也理清了以往很多对冬

虫夏草认识不够准确的方面。 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专家、中国冬虫夏草首席权威郭英兰

教授指出了服用冬虫夏草时容易出现的两个

问题：

①错把虫草当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是虫草，但虫草绝不是冬虫夏草；真

菌寄生在动物身体上的都是虫草，但只有菌种是

蝙蝠蛾被毛孢的才是冬虫夏草，才是药典所说的

百药之王，才能够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藏雪峰冬虫夏草经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基因鉴定为蝙蝠蛾被

毛孢 （中科院鉴定证书

号 ：2001 微 检 字 第 105

号），与天然冬虫夏草的

基因图谱完全一样，也

就是货真价实的冬虫夏

草， 也是中国国内唯一

一个冬虫夏草原汁原味的制品。

②治疗疾病不按疗程剂量

冬虫夏草有广泛药理作用，但不是神药。 因

为其昂贵就神化它， 寄希望于像传说中的还魂

丹， 服用几根或几次就可药到病除是不可能的。

冬虫夏草药性平和， 必须坚持按疗程剂量服用，

才能达到治疗效果。

三类人群正确服用冬虫夏草

一、健康人群：保健养生、对抗烟酒危害、

延缓衰老、美容。 每天 4-6粒，连续服用 2个月

以上。

二、亚健康人群：、乏力、易疲劳、免疫力低

下，每天 4-6粒。 吃 2个月以上。

三、疾病人群：各种慢性病每天 6-10 粒，

吃 4个月以上。

冬虫夏草比黄金还贵的价格，让普通人只在救命之时，才敢问津；如今它除了救命之外，也是九大类病患者首选的康复用药。

吃冬虫夏草，九种病好得快

冬虫夏草被几十部药典

誉为千年瑰宝， 而且是多种

疾病的首选用药；如《中药大

辞典》：“治诸虚百损至为上

品”；是九大类疾病的康复用

药。 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心

脑血管疾病、 肝病、 肾虚肾

衰、肿瘤放化疗、术后产后、

妇科病、失眠、体弱免疫差。

它效果显著，被称为“百

药之王”。 帮助很多肿瘤患者

康复，美国已经把冬虫夏草作

为抗肿瘤新药进入临床三期；

我国肾病泰斗黎院士把它作

为肾衰康复的新途径。

冬虫夏草还有超强的

抗衰老作用， 健康人服用，

可持久年轻。

药典称之可“起死回生”

几十部医典将冬虫夏

草誉为“起死回生”的圣药，

治百病效果显著。 比如：

《本草从新》：“保肺益

肾， 止血化痰， 具回生之

用”；

《中药大辞典》：“百药

之王， 治诸虚百损至为上

品”；

《本草纲目 拾 遗》：

“能治百虚百损。 ”；

《柳崖外编》：“冬虫

夏草炖食之，大补。 回春效

显”；

《柑园小识》：“凡病后

调养及虚损之人， 服之愈

速”；

《本草正义》：“此物补

肾兴阳，于真寒、脾肾之虚

寒转寰”。

曾经有人做过实验：用

冬虫夏草粉末涂于老年斑

上；一个月后老年斑就开始

变淡,这就是它超强的抗衰

老能力； 如果内服效果更

好。 吃半年后，老年斑逐渐

消失；中年时开始吃，持久

年轻。

衰老是体内的自由基

引起的， 细胞一碰见它，就

氧化变性了。 皮肤细胞被氧

化， 就开始粗糙、 松弛、起

皱；内脏细胞被氧化，功能

就开始下降，身体一天不如

一天。

冬虫夏草清除自由基

的能力远在维生素 C、E 之

上；每天清除体内产生的自

由基，使人从外表到内在都

保持年轻态。

失眠人的催眠曲

失眠人痛恨安眠药，第二天头昏、乏力，好像

没睡醒。冬虫夏草像催眠曲一样，入睡快，睡得香，

还没副作用。

冬虫夏草是从根本上调理失眠的， 十天左右

即有明显效果；入睡容易、睡得足，找回自然深睡

眠，第二天体力完全恢复，神清气爽。长期吃，更能

抗衰老，保持年轻。

痰咳喘的圣药

痰咳喘，一星期左右，咳喘减轻，痰量减少；连

服 3个月，病情逐步减轻，直至痊愈。 它可以恢复

肺、支气管的功能；清理肺部和支气管中的垃圾。

吃冬虫夏草的病人，即使在天气变化时，病情

也很少发作；这对康复非常重要。

护心养脑的极品

冬虫夏草是心脑血管病人的保护神。

独自在家的老人突然发病，非常危险；吃冬虫

夏草很必要，它能大大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

冬虫夏草有极强的清除血液垃圾的作用，降

血脂、降血压，减少西药的用量；从而减少肝肾损

伤；更能改善造血机能，营养心肌，对抗心脏肥大；

它还能恢复血管弹性，改善血液循环。

肾虚者的回春之药

强肾固本，堪称“世间第一”。因为肾虚有阴阳

之分，需区别用药；很多人因用错药，而病情越来

越差。 冬虫夏草是所有中药里， 唯一能阴阳同补

的；无论寒热皆对症，可说是上天之赐。

冬虫夏草能保护肾小球细胞， 恢复受损的肾

脏功能，是慢性肾炎不可缺的药。

肝病克星

几乎所有肝病都会引起肝的纤维化， 到了晚

期，就无药可治了。冬虫夏草阻止肝纤维化的效果

非常突出。

它是天然的肝病克星， 可显著降低血清谷丙

转氨酶、胆红素水平，降低血清Ⅲ型前胶原和层粘

蛋白，升高血清白蛋白浓度；调节病毒性肝炎的免

疫水平，增强肝炎病毒的清除能力。冬虫夏草还可

消除脂肪肝。

抗肿瘤是硒的 4 倍

硒，被公认为“抗肿瘤战士”；但冬虫夏草吞噬

肿瘤细胞的能力是硒的 4 倍； 并能明显增强红细

胞粘附肿瘤细胞的能力，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

现在美国， 已将冬虫夏草作为抗肿瘤新药，进

入临床三期。

放化疗的“苦海之舟”

它能明显提升白血球和血小板数量，迅速改善

放化疗后的呕吐恶心、胃口差、头发脱落、失眠等

症状；可说是迅速脱离苦海之舟。 长期服用，防止

肿瘤复发。

免疫差、术后、产后者的首选

免疫差、经常生病的人，吃 2-3 个月，就会像

换了一个人；体魄强健、浑身有劲。

免疫力是人们不得病的法宝， 免疫差就易生

病，甚至是重大疾病；必须及时进行免疫调节。 冬

虫夏草调节免疫的显著效果，是世间公认的。

术后病人和产后妈妈， 伤口和部分器官处于

新生状态；免疫力非常低下，容易感染并发症。 冬

虫夏草几乎涵盖了所有康复所需的成分， 包括多

种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微量元素、促进伤口愈

合的酶、抗体等等。

消除糖尿病并发症

冬虫夏草虽然不降血糖， 但消除糖尿病并发

症却是不二之选；它比蜂胶的效果要强很多倍。

降血糖，并不能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因为视

物模糊，瘙痒、乏力，坏疽等糖尿病并发症的真正

原因并不是血糖高，而是血液被污染导致粥样硬

化，随后导致微循环变差所致。 冬虫夏草净化血

液，恢复血管弹性，从根本上杜绝糖尿病并发症。

妇科病的“手术刀”

有人将之比喻为妇科病的“手术刀”。

冬虫夏草滋补肝肾的同时育阴养颜，更能平衡

阴阳，固本培元。 对女性痛经、月经不调、血色黑、

阴道炎、 子宫内膜炎、 子宫肌瘤等都有很好的效

果，还能推迟女性更年期。

中科院专家解密冬虫夏草

一：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基因鉴定确保菌种与野生

冬虫夏草基因一致

冬虫夏草是一种真菌，选择纯正

的菌种是保证质量的关键技术。 藏

雪峰冬虫夏草使用国家专利技术，

从青海玉树州筛选菌种， 产品通过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基因鉴

定，品质优于其它产地冬虫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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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先进入选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为消费者减轻负担。

“藏雪峰冬虫夏草”是我国首家采用国家专利，将德国纳米技术与中药膜分离技术

相结合，使野生冬虫夏草有效成份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从不足 30%提高到 99%以上，

而且价格不到天然冬虫夏草的 1/12，无疑是患者用得起的救命良药。 该技术先进，被列

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国科发计字【2002】228 号），由国家拨款为消费者减轻负担。

（湖南省人民医院斜对面，市公安局旁）

特别提示：“藏雪峰冬虫夏草”是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唯一的冬虫夏草，批准文号：国

食健字 G20040633。购买时请认准“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鉴定”和“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字样。

短信订购：

13787057767

本报3月4日讯 今日上午，长沙市交

警支队启动公交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

治，在过去的半个月内，全市公交车违章

高达278起， 违规占道及变更车道高居公

交车交通违法行为榜首。

霸王公交路口频变道

上午10点，枫林广场，岳麓交警大队

民警正在路口设点，重点整治公交车交通

违法行为。

路口南往东右转弯等待红绿灯的车

辆排起了长队。10点 20分， 牌号为湘

A0553*的立珊专线公交车引起了民警的

注意，尽管路口白色实线路段不能变更车

道，公交车仍然横跨两个车道，大摇大摆

地超过等待红灯的私家车，占据左转弯车

道行驶到路口。 路口被公交老大哥占着，

随后正常行驶的小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

左转弯绿灯，被堵在原地动弹不得。民警

依法对违规公交车驾驶员处以100元罚

款。

10分钟不到， 牌号为湘A1967*的旅

游一线公交车同样因为违规变道、占道行

驶被拦下。

岳麓交警大队九中队中队长梁山介

绍，违章变道、占道是公交车违章最为突

出的表现，“占公交车违章总数30%以

上”。

电子眼抓拍也可能计扣分

记者从交警支队处罚中心了解到，从

2月18日起短短半个月来， 长沙电子警察

抓拍的公交车违章就高达278起。其中，违

章总数最多的是湖南巴士公司，77起。龙

骧巴士公司紧随其后，违章76起。

“针对违章变更车道交通违法行为突

出的现状，支队正在进行调研，很可能在

罚款100元的基础上计扣分。”处罚中心主

任陈茂准告诉记者，目前长沙交警部门对

于路口不按规定车道通行的交通违法行

为仅罚款100元， 并不扣分。 但调研方案

中，该项交通违法行为很可能加上驾驶证

计扣分的处罚。

随后， 记者从支队处罚教育科得到证

实， 目前只罚款不扣分的电子警察抓拍交

通违法行为，都有可能实行扣分制。交警部

门呼吁广大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

行。■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彭静 通讯员 张旭

长沙公交车半个月违章278起，交警部门进行调研并启动专项整治

违章变道，电子眼拍到或会扣分

违规变更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不仅

要罚款还要扣分， 你认同吗？ 不妨拨打

0731-84326110说说你的看法，我们会将你

的说法整理后交给长沙市交警支队，帮助

他们进行调研决策。

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