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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诚招各地市经销商

中华生命科学研究院历经数代名医精心研制的眼病新药--【一滴明】眼药水，克服了以往治疗

眼病"起效慢、难治愈、易复发、痛苦大、价格高“的五大缺陷，凭借”3 秒起效、3 疗程根除眼病"的治

眼优势，被眼病患者称之为“眼科神奇药”！

【一滴明】特含苗岭山脉纯中药，可直达眼组织细胞内形成强效清洗流，将眼毒层层剥离、溶解

随泪水排出。 使用【一滴明】3秒钟，一股股热流往眼球里面钻，眼睛有轻微酥麻感，1分钟后感觉火

辣发热鼻子发酸，眼泪忍不住往外流，你就会发现泪液中附着百色浑浊物，这就是溶解排出的眼

毒，眼毒排出，痒、酸、胀、痛、干涩现象一次搞定。

眼球吃中药 清除眼毒康复各种眼病

【一滴明】活动一经推出，立即引起广大

眼病朋友的热烈欢迎，据统计每天药店成交量

已高达 300盒，全市销售 2000多盒！

张先生说："现在眼病产品太多了，有疗效用

着才放心！ "�一位患 10年眼病的老大妈说："【一

滴明】我就用了一盒眼前烦人的白雾、黑点、迎风

流泪的症状减轻，看东西不模糊了，还是中国的

千年古方神奇！ "

�����孝心儿女：" 看着父母受眼病的折磨， 又舍

不得花钱入院治疗， 心里真是难受，【一滴明】

效果好，既实惠又安全，正好能让做儿女的尽

份孝心！ "

【一滴明】眼药水为啥每天销售上千盒！

【一滴明】经上海眼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

京中医院等多家眼科临床验证：

使用【一滴明】当天：眼涩、眼干、肿痛明显消

失，眼睛不再黏糊、怕光。

使用【一滴明】10 天：眼前烦人的白雾黑点、

迎风流泪减轻，看东西不模糊了，视力逐渐恢复。

使用【一滴明】1 疗程：清除致病眼毒，眼内病

毒垃圾全面清除，晶状体、玻璃体混浊物消失，眼

压正常，能清楚的看书看报纸，视力正常。

使用【一滴明】2-3 疗程： 眼前的黑点和异物

不见了！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飞蚊症、瘀

肉眼、黄斑变性、老花眼、各种炎症等眼病彻底康

复，终身告别眼病不复发！

3 秒钟清爽明亮 3 疗程根除眼病

治眼病一滴就好

一滴明

千

年

古

方

■中华生命科学院 ■中国眼病健康协会

■【一滴明】厂家 大型救助活动

原价：29.9元 /盒

消除眼病 无效不花钱

14.9

元

【一滴明】适用人群

●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黄斑变性、飞蚊

症、视神经萎缩患者

●出现眼胀、眼干、眼涩、眼疼、视力减退症状人群

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

●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各种眼病

●角膜炎、结膜炎、沙眼、视网膜病变、迎风

流泪患者

●白内障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

●用过多种药物效果不明显患者

买 10盒

再赠 1盒

全国免费专家咨询：400�7096�299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1盒不见效 分文都不要

长沙咨询：

0731-89873308

诚招各地市经销商

皮肤顽癣擦！ 擦！ 就好

苗癣 123 分癣分治 药到病除

●1号擦掉牛皮癣 ●2号擦掉手足体癣 ●3 号擦掉皮炎湿疹

分癣分治

一擦就见效，3 个月清除皮肤顽疾

不满意不收钱

每盒只需

29.8

元 买 5 盒再送 1盒

牛皮癣、鱼鳞病、皮炎、湿疹、荨

麻疹、手癣、足癣、甲癣、趾癣、

头癣、体癣、股癣、花斑癣、迭癣、腋毛癣、汗毛癣等人群。

苗癣 123��适用人群

长沙咨询：0731-89875068

全国专家免费咨询：400�7096�199

除癣不打持久战！ 在以往屡治屡发的治疗中耗

费了大量的钱财时间， 面对自己和亲人的痛苦，皮

肤病患者眼前没有了曙光，但折磨人的病又让他们

死不了，活不好。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向世人宣布，皮

肤顽癣因“分病分治”苗癣 123 的问世而终结。 苗族

医圣【余仁悟】祖上历代行医，医学渊博，余家治“皮

毒、癣毒”最为擅长，是当地有名的神医。 苗癣 123 应

用传统的中医学理论。 结合现代高能生物肽技术经

过 19 道工序精制浓缩而成。“分癣分治”，一种型号

针对一类皮肤病，靶向给药。 因此起效快，效果好。

陕西大哥：“得了皮肤病的感觉真是生不如死，用

了苗癣 123让我身上换了一层新皮，终于可以像正常

人一样生活了！ ”

湖南大嫂：“苗癣是纯中药的，没有副作用，孩子

身上的湿疹治了 3年都没治好， 这才用了 1 个疗程，

身上的湿疹就全好了！ ”

东北小伙：“现在身上没有鳞屑、红斑了，皮肤也

像正常人一样光滑了，真比中 500 万还高兴，真要感

谢苗癣！ ”

药店经理：“每天来的人中不但回头客多，慕名而来

的也特别多，开了这么多年药店，就没见过苗癣 123这

么好的药！ ”

特色苗药除癣不留根

第一次使用（强力止痒）：清凉的感觉直往

皮肤里钻，立刻就不痒了。

3-6 天（祛屑消斑）：皮屑脱落红斑范围明

显缩小，消失，增厚皮肤变薄，色素沉着变淡，丘

疹逐渐消退。

10-20 天（无痕换肤）：皮癣脱落，开始长出

新鲜肤质， 皮炎湿疹患者不痒不肿也不起小疹

子了，并且一丁点疤痕也没留下。

20-30 天（免疫修复）：受损的皮肤免疫基

因得到修复，恢复皮肤自我的免疫屏障，使 96%

以上的顽固性牛皮癣患者彻底解放， 再不用遮

遮掩掩的生活！

苗癣 123 对症治疗，一擦就行

指定经销：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神禹大酒店旁）、平和堂药号、王府井大药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红星步步高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超市内）、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仁寿堂药店、汽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南门

口好又多超市药品柜、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黄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南郊公园新一佳药品柜 星沙：新一佳楚济堂大药房、旺鑫大药房望城：康民药店（电力局对面）宁乡：神洲大药房

浏阳：长寿大药房（北正中路 7号）株洲：健康堂大药房（贺家土）、平和堂药品柜 醴陵：春天大药房（火车站对面） 湘潭：福顺昌医药堂总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河东福寿昌医药堂（建设南路华宇大酒店南

侧） 湘乡：龙城药店（新湘路佳家源超市对面）

衡阳：康泰大药房（珠晖区东风路一号）

、耒阳：心连心大药房 益阳：平和堂药店（陆贾山庄门面）常德：瑞康大药房（桃林宾馆旁）

长沙市民王先生4月20日晚6时21分

来电： 万家丽路大塘小区B2栋这儿出事

了！ 今天下午， 一个男的拿刀砍伤了4个

人，现在一地的血，伤者都被送到医院去

了。

记者核实报道：20日晚7时许，长沙市

中心医院。急诊科的医生说，4名伤者都在

手术室内接受救治，伤者为2男2女，其中2

人伤势严重。砍人者也受了伤，经过包扎

后被市公安局雨花分局的民警带走了。

晚7时30分许，记者在大塘小区B2栋

前看到，四五摊血迹仍很清晰，零星的血

点不计其数。居民们凑在B2栋前议论下午

的惨剧。他们大都见过砍人的男子，但都

不清楚他的具体信息。

他莫名持刀砍伤4邻居

“见倒地的人要起身，又补了几刀，有人被砍断数根手指”

砍人男子也受了伤，经包扎后被雨花区民警带走

6栋的李爹说：“他看起来只有20多

岁，邵阳人。”李爹还说，他看到砍人者

身上有几瓶药，“会不会是精神病发作

了咯？”几名民工模样的男子称，他们与

砍人者同属一个工地，但并不晓得他的

名字，但从他平常的举止来看，不像是

精神病人。“今年正月初几就来长沙打

工了，平常还自己做饭，蛮正常的啊。”

目前，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已介入调

查，男子是否为精神病、作案时是否为

精神病发作等情况都在进一步调查中。

（市民王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王为薇

说起被砍伤的几个人，谢娭毑说，年

纪最大的是一位70岁的爹爹，姓张，张爹

的媳妇小游和女婿小郑也受了伤， 另外

一个伤者是对门那栋的周艳群娭毑。

谢娭毑介绍，砍人者与工友合租的房

子紧挨着张爹开的麻将馆。事发时，谢娭

毑正好站在自家阳台上。“当时是下午2点

10分左右，砍人的伢子穿红上衣、迷彩裤，

他是从外面回来的， 当时手上并没拿刀，

菜刀是后来折回自己住的房子摸出来

的。”

“最先被砍的是周艳群，周艳群倒地

后， 这个伢子又瞄上了正在麻将馆门口

嗑瓜子的小郑。 他绕到小郑身后对着他

的脑壳就是一刀， 张爹看见女婿倒地赶

紧过来帮忙，也被砍了，紧接着小游被砍

了手。”谢娭毑回忆。

谢娭毑说，砍人者像疯了一样，见周

艳群试图起身， 又跑过去补了几刀。“小

游好可怜， 当时在事发地找到了一根手

指，结果到医院后发现还差一根，打电话

回来要我们找，硬是没找到咧。”

“还是一个年轻满哥带头制服了

他。” 谢娭毑说：“那个满哥操起一根铁

棍，对着他的肚子捅，把他逼退几步后，

另外几个男子汉合力把他制服了。”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重点工作： 一是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

革。稳步推进电价改革，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

格形成机制。 调整完善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

二是深化社会领域改革， 保障和改善民生。深

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制定收

入分配改革方案， 稳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

度。三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分

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制定出台机关运行经费

管理、公务接待和会议、公务用车制度等改革

方案。四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

政策和实施办法，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改

革农村征地制度。

会议决定，中央财政增加安排180亿元，用

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建设、城市棚户区

改造及相关基础设施配套补助； 增加安排123

亿元，用于新农保试点补助。增加安排后，2011

年新农保覆盖地区范围将从原计划的40%提

高至60%，从7月1日起实施，城镇无收入居民

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同步推进。 ■据新华社

国务院部署今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增投180亿元

建设公租房廉租房

时事短讯

砍人者身上有药，精神病？

“找到一根手指，到医院后发现还差一根”

4月20日，长沙市雨花区大塘小区B2栋前，案发现场的血迹和搏斗痕迹。 傅聪 摄

悬疑讲述

突发新闻

20日4时许，地处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军

马场境内的小平羌口隧道工程出口掌子面发

生坍塌事故， 造成中铁二局12名现场作业人

员被困。

据央视报道确认， 被困人员全部来自湖

南邵阳（相关报道详见A25版）。 ■本报记者

甘肃在建隧道坍塌

被困12人

均为邵阳人

截稿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