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你跟伤者什么关系？
孙家银：他是我女婿，叫李全朝，

蚌埠五河人，今年33岁。
记者：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

的？
孙家银： 我女儿打电话给我的，

她说我女婿送小孩回家上学，路上遇到
歹徒了，警察开枪打偏了。

记者：小孩多大了？现在怎么样？
孙家银：我大外孙女8岁了，今年

上一年级，当时女婿正准备送她回家
上学。我们到现在也没见到她，警察
说他们已经有了安排，但到现在还没
确切消息。

记者：你到医院时是什么情况？

孙家银： 我六点多钟到医院，但
人已送进手术室了，我也不知道他到
底伤什么样。

记者：警察怎么跟你解释的？
孙家银：他们说有几个亡命之徒

从杭州过来， 他们接到命令去拦截，
特警开枪误伤了我女婿。具体情况我
也不太清楚，他们也不让我说。

记者：不让你对谁说？
孙家银：警察不让我跟记者讲。
记者：为什么？
孙家银：不知道，我女儿刚到医

院的时候有记者打电话要采访，警察
不让接，之后就跟我们讲，什么都不
要对你们讲。 ■据合肥晚报

“他们不让我们对记者讲”

对话伤者家属

湖北回应“官员自杀质疑”
多处刀伤是试探性伤痕

8月30日晚11点20分， 湖北公安县
再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警方介绍了公
安县纪委监察一室主任谢业新自杀结
论依据。

警方介绍，死者身上发现刀伤主要
在五个地方：颈部、胸部、腹部、左右手
手腕，其中致命一处是胸骨上窝处刺创
致上腔静脉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
亡，左手手腕伤及表皮，右手手腕肌腱
断裂。警方 判断手腕刀伤是其自杀时试
探性伤痕，喉部刀伤伤及皮下，不是致
命伤。警方判断，其是用左手刺中致命
一刀。

警方称，事发后，他们做过毒物检
验，在死者胃组织和现场垃圾桶等四个
地方提取的液体未发现毒物。通过现场
勘查，没有发现第二个人进入事发现场
的痕迹。

死者手机案发后被发现在身前的
办公桌上，虽然有电，但处于关机状态。
并且， 死者血迹主要在身体颈部以下，
流到地面，没有擦拭喷状的痕迹，现场
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8月27日下午6时40分左右，谢业新
被发现死于其办公室，身上有10十公安
局召开死者谢业新亲友见面会，通报称
谢业新系自杀身亡。对上述死亡定性结
论，死者家属表示质疑。

■据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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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
井湾子新一佳崇源堂大药房
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
火星镇楚济堂大药房
东风路楚仁堂汽车城店
汽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侯家塘新一佳药品柜
马王堆一品大药房
庆元堂大药房
长沙县：榔犁九芝堂大药房
星沙：旺鑫大药房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
宁乡：神洲大药房

克脉王全省经销地址：
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红星步步高药品柜
东塘星城大药房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
东塘平和堂药品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
南门口好又多药柜
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
黄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
王府井负一楼药品柜

长青药号宝塔路店
泽仁堂（潇湘宾馆对面）

岳阳：你好大药房;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湘阴：江东大药房
汨罗：济仁堂大药房
华容：益康大药房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医院旁）

江东国泰药房（广东路口湘江宾馆旁）
千方百剂药房（和平北路原金鹏超市斜对面）

南岳：庆一堂药店（独秀西路 192号）旁）
百姓缘评价药房（南街 37号）

衡山：国草堂大药房（花鼓剧院斜对面下行 100米）
衡东：诚信大药房（鑫东宾馆旁）

浏阳：钰华堂大药房
株洲：新华书店人民药店

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河西炎帝广场人民药店
株洲平和堂药号

礼陵：心连心大药房
攸县：和协大药房
茶陵：阳光大药房（中天大酒店旁）
炎陵：益康大药房
株州县：渌口人民药店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

福顺昌板塘铺店（板堂铺名扬大厦一楼）
长青药号西站店；

祁东：洪诚大药房
耒阳：广济堂大药房(千惠超市一楼)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步行街西侧）

战备桥大药房（战备桥红绿灯路口）
临澧：安济堂（朝阳市场店）
石门：步行街大药房
澧县：好心人大药房（步步高二楼）
津市：春天大药房
安乡：麒麟堂药店
汉寿：福春堂大药房(建设西路海天酒店北侧)
桃源：正康大药房（邮电局对面）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
桃江：康泰大药房

好消息，为使静脉曲张患者避
免截肢风险。 香港同仁医院特开
展"拯救双腿"公益救助活动。

现在购买克脉王，每盒减免 60
元，并且买 3 赠 1，买 5 赠 2，前 20
名打进电话者还将追加用药援助。

消息一出，我市静脉曲张患者
纷纷抢购克脉王。 轻轻一擦，下肢
血管就通了， 暴起的青筋没了，腰
腿变得强健有力，爬楼负重都没问
题，像是换了条"新腿"。

大家都赞不绝口。 " 才擦 20
天， 青筋就消了， 小药膏真神
奇！ ""擦上 3 盒就好了，省了一半
钱。 ""一擦上去，凉劲嗖嗖往里
钻，看着青筋就往回缩。 ""擦擦小
药膏 ， 居然保住了这条腿 ，真
值！ ""原以为要擦半年，没想到 1
个月就全好了。 "……

目前， 静脉曲张擦克脉王，人
人拥有健康腿，已经成为静脉曲张
治疗的新潮流。

擦擦小药膏
擦出健康腿

■轻轻一擦：嗖嗖凉劲往里钻，酸麻胀痛
立刻停止，红肿迅速消退，干枯裂口悄悄
愈合，看着青筋一抖一抖往下消，真是太
痛快了；
■擦上半月：凸起的青筋慢慢消退，紫黑
皮肤渐渐变白，溃疡口悄悄愈合，小腿光
滑又有弹性，病腿变成好腿了；
■不到一个月:能跑能跳能负重，腿脚
轻松随便溜。上医院一检查，连体内深
静脉也畅通了，静脉曲张完全好了。

■克脉明星榜

擦擦克脉王，保住截肢腿
静脉曲张可不是闹

着玩的，严重起来，洗澡
都会蹭破皮，破了就长不
好， 流脓流水还发臭，打
针、吃药、手术都不管用，
大夫说再恶化就要截肢
了。 少条腿可怎么活啊！
还好，老领导捎来了克脉王，一擦效果还真不
错，当天麻凉消，三天能下床，一周就下楼，现
在啊，腿好得跟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样样行。

我们这些老红军，爬
过雪山，走过草地，踏过
万里长征路，一辈子没向
敌人低过头。 可如今，却
败给了静脉曲张，双腿又
胀又痛，出不了门，下不
了床。 这时，儿子买来了
克脉王，全靠它，我的双
腿有救了，腿上蚯蚓没了，双腿轻快有劲，上个
月还去了趟八达岭长城。 多亏克脉王，让我战
胜了静脉曲张。

百年同仁勇克科技难题，两大古方
合二为一，静脉曲张一擦就好，神奇功
效引发市场热销。

蚯蚓方和黄蜂方都是治疗静脉曲张
的千古验方。 两者各有所长，在岭南民
间广为流传。

蚯蚓方起效快，擦上它，成团青筋马
上消散，乌黑色块立刻变淡，用不了多
久，静脉曲张就好了。

黄蜂方效果好，用上它，腿部浮肿慢
慢消退， 流脓发臭的皮肤溃口悄悄愈
合，不知不觉，烂腿就痊愈了。

但也有一些遗憾。 蚯蚓方易复发，一

干重活就发作；而黄蜂方起效慢，治疗
需要一年多，过程漫长又痛苦。 而蚯蚓、
黄蜂性味相克，合用成了治疗难题。

香港同仁医院历经百年钻研，独
创"基酶络合技术"，将两大验方合二为
一，并从中提取出全新络合生物素-克脉
双酶，彻底解决了静脉曲张根治难题。

研究发现，克脉双酶能瞬间穿透静脉
血管，溶解瓣膜血栓，豁口瓣膜马上合拢；
淤积死血迅速排空， 紫黑色块变淡消失；
脉壁纤维立即收紧，粗大青筋当场回缩。

几天下来，突起的青筋团消失无踪，
小腿变得光滑又有弹性，健康好腿擦回

来了。 据临床观察，有效率高达 98.6%，
治愈率达 93.1%，且无复发病例。

如今， 同仁医院又在克脉双酶的基
础上， 成功推出了新一代擦脉药膏-克
脉王。 静脉曲张一擦就好，在全国上市
以来，已治愈患者无数。

不管是多少年的炸筋腿、老烂腿、糖
尿病足，只需轻轻一擦，酸麻胀痛立刻
消失，马上就能到处走；擦上半个月，青
筋消散，溃口愈合，皮肤变得又滑又润；
不到一个月，上医院一检查，连体内深
静脉也畅通了，静脉曲张完全好了。

它还被中央保健医指定为内部专用

药，专供爬雪山、越草地的老红军、老干
部治疗。

目前， 克脉王已经成了专治静脉曲
张的明星药，市场供应非常紧张。

在各大药房里， 一天到晚都有来找
克脉王的人，据药店经理透露，克脉王
特别受欢迎，来的全是回头客。

另悉，"拯救双腿"公益救助活动隆
重展开，现在购买，每盒立减 60 元，且
买 3 赠 1，买 5 赠 2。

救 助 热 线 ：0731-85597523��
85814749，前 20 名打进电话者还将追加
用药援助。

烂腿老人 勇攀长城

香港同仁医院
专治静脉曲张

百万静脉曲张患者换“好腿”

静脉曲张 脉管炎 一擦就好
老烂腿 糖尿病足 一抹就消

老中医教你一招

当天起效 3 周期筋瘤消，复发包治

85597523�85814749
咨询电话：0731-

友情提醒：
前 20名打进电话者将追加用药援助 免费送药 药到付款

3周期无效免费送药

救助热线：
0731-

买3赠
买5赠2每盒减 60元

原价 198 元

活动即将结束

85597523��85814749

安化：益汉大药房各大连锁
郴州：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前 50米）
资兴：步行街大药房
永兴：仁济药房(南大乔兴)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步步高斜对面）
涟源:心健大药房(市政府对面)
冷水江:惠仁大药房（老汽车站对面）
新化:大桥药店
双峰:永济堂大药房（新华联超市旁）
怀化：东方大药房
邵阳：时珍大药店（宝庆中路中心医院斜对面）
邵东：中西药店（解放路 20号）
隆回：敬和药店（大桥路 48号汽车南站出口旁）

武岗：南门口中心大药房（过水南桥 30米）
芳芳药店（迎春亭心连心超市对面）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
零陵永宏大药房（商业城旁）

零陵：永隆大药房
祁阳：百益药房（人民医院斜对面）
凤凰园：康唯一药房
吉首：博爱大药房
凤凰县：春意大药房
龙山县：久知堂大药房
保靖县：医药零售总店
张家界：御芝堂大药房
慈利： 家和美大药房（火车站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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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下午1点左右， 南京长江三桥收费站北
侧，一辆安徽淮南牌照的大客车被4名歹徒劫持（本
报8月31日A18版报道）。劫持事件发生后，南京警方
即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两名人质安全解救。” 然而，
网络上一些质疑声也随即出现：“南京特警， 你有何
脸面说人质成功获救？ 请问躺在省人医抢救室里的
李姓伤者是不是车内的人质？”

公安微博引网友质疑
当天18时16分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微博：14时20

分，经警方劝说，3名犯罪嫌疑人下车投案，劫持人质
的犯罪嫌疑人阳兵仍与警方对峙。15时15分，犯罪嫌
疑人阳兵突然情绪激动，意图伤害人质，为确保人质
安全， 警方果断处置， 将嫌疑人阳兵开枪击伤后擒
获，两名人质安全解救。

微博网友随即提出了猛烈的质疑。网名为“皮大
熊” 的网友于当天20时15分左右发布了这样一条微
博：“南京特警，你有何脸面说人质成功获救？请问躺
在省人医抢救室里的李姓伤者是不是车内的人质？
医生告诉我说，人送进来的时候，满脸都是血，医生
说是枪伤，你们该不会说是被劫匪弄伤的吧？”

被误伤人质生死未卜
“被劫持的那个人好像脸上中枪了，送来的时候

满脸都是血，现在还在手术室。”当天23时许，江苏省
人民医院一名值班护士告诉记者， 受伤的李全朝先
是被送到了浦口区中心医院，因其伤势较重，当天17
时左右被送到该院。

记者随后在手术室外见到了焦急等待的李全朝
家人，对于李全朝的伤情，家人表示，他们也不清楚
情况，“听说安排了医院最好的医生，可是到现在都5
个小时了，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李全朝的岳父
孙家银说。

8月31日凌晨1时左右， 身上插着许多管子的李
全朝终于被推出手术室。 虽然被在场的民警远远隔
开，记者仍然看到一道道纱布裹在他的面部。他随后
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医生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狙击手瞄准歹徒打中人质？
伤者家属：“警察打偏了，不让对记者讲”

“南京劫持大巴案”后续

8月31日凌晨，李全朝家属守候在重症监护病房外。

“纪委干部身中数刀身亡”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