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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五大宗师之首“石头阿公”受邀配制化石奇茶，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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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石奇药
广西， 地处我国西南， 阳光和降水异常充

沛， 许多药材都能在石头缝里生长。 专家们发
现，一味名称“广金钱草”的药植物，更是独特，
它不仅能破石而出，直接生长在坚硬的岩石上，
而且在它周围 10米竟然找不到硬质的石块。 对
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广金钱草是天
生的化石奇药，能“化石成泥”，其药性可直接溶
解人们体内的胆肾、尿路等各类结石。

事实证明， 广西虽然是世界公认的结石高
发地区， 可当地人却很少去医院接受碎石手术
治疗。他们仅靠坚持饮服广金钱草的汁液，即可
迅速消除疼痛和排出结石。现代科技研究分析：
广金钱草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 " 多酚生物碱
"，它不但能溶解高密度的矿物质，还能溶解草
酸钙，而人体结石正是这两种物质组成。

二、排石大师
为了尽快地将“广金钱草”制炼成药向全国

普及推广。 广西省医药界人士联名邀请———壮
医五大宗师之首的甬洪大宗师亲自出手， 精心
配制。

甬洪大宗师在广西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无论是多少年的结石，什么位置的结石，多
大的结石，只要喝了甬洪宗师亲手配制的药，那
么就不需要手术，也不需要碎石，少则 10 天，多
则半个月都能统统化掉排空。 有人统计，甬洪宗
师一生为人化掉排出来的各种结石加在一起足
有一吨。

面对国内外学者对广金钱草的崇拜， 甬洪
大宗师指出，广金钱草确实是一味化石的奇药，
但是要排出被融化小的石头， 还需要斟酌几味
增强胆肾蠕动功能的排石药物。 例如：
1、玉米须 利尿，平肝，利胆；
2、金沙藤 增强肾动力，利排便和防止排石中

的炎症；
3、鸡骨草 能化解用药时的毒性，确保肝胆肾

的安全；
4、茯 苓 增强尿路系统功能，确保尿路系统

顺畅；
5、石 韦 避免泌尿系统在排石中感染，并润

滑尿路通道防治血尿；
6、白茅根 消除因结石卡堵造成的水肿；
7、车前草 增强五脏功能，增强排泄循环系统

功能治血尿。
2006 年起， 甬洪大宗师运用了多种奇特的

壮药秘制方法，历时 4 年，终于将广金钱草与这
7味药材的药性合而为一，并制作成了独特的茶
剂。经国家药监局指定临床验证，其疗效独特而
异常显著，被国务院授予中华老字号经典国药。
开创了不碎石、不手术治疗各类结石的新途径。

三、药到病除
谈起秘制的化石奇茶，甬洪宗师甚为得意，

并展示了一个生动的实验， 实验当场折服了所
有在场的质疑者：

实验过程：先将秘制的化石茶倒入一个玻璃
杯，再用开水浸烫 3 分钟，然后抓一把取自人体
的多种结石丢入茶杯中，5 分钟后肉眼可见结
石开始溶解，一层一层的石屑往下脱落，结石逐
渐溶解消失。最后等到茶汁冷却后，宗师又放入
一条鲜活的金鱼，金鱼悠然自得，毫发无损，令
人啧啧称奇。

甬洪宗师表示， 经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
显示：饮用当天，即可增强肝胆肾的蠕动，舒张
尿管，缓解或消除腰腹部疼痛、尿痛、恶心、呕

吐；饮用 10-15天左右，许多人可见尿液中有泥
沙状物质排出，即结石从本质开始融化排出；较
大结石连续饮用几个疗程，也能全部顺利排空。
各种结石没有了，整个肝胆肾脏、尿路系统的代
谢能力提高了，结石以后就不易形成复发了，这
比手术更加彻底。 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有些结
石卡位不好而必需要手术的人来说，喝这种秘
制的化石茶，正好避免了手术的风险。

相关链接：
甬洪宗师秘制的准字号化石奇茶，其主治功

能被国家药监局审定为：止血化石、通淋镇痛、
利尿消炎。 我省各类结石、血尿、尿管灼痛、肾
炎水肿、膀胱炎、泌尿系统感染患者，可拨打电
话 0731-85596103了解详情。 据悉，为了尽
快向全社会普及，推广期间现有买 8送 2的优
惠活动。 最后甬洪大宗师提醒广大结石患者，
饮用前后可去正规医院做 B超对比，确定排空
结石才不易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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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石通茶全省经销地址：
长沙：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东塘楚仁堂大
药房、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红星步步高
药品柜、侯家塘新一佳药柜、东塘星城大药
房、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东塘平和堂药品

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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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西站康
寿大药房、黄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王府井
负一楼药品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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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一
品大药房、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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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阳：钰华堂大药房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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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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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医院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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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 69 号第一人民
医院前 50米）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步步高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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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
吉首：博爱大药房
张家界：御芝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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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上午，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检察院公布两起女性被侵害的案件。两
名受害女性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性格
截然相反，却遭受了类似的“命运”：一人
在40多人的大巴车上遭受司机骚扰，沉
默不语，最终受到性侵犯；另一人单独面
对入室抢劫的劫匪，激烈反抗，却不幸被
刺身亡。

检察官提醒各位单身女性：在得到有
效救助之前，沉默或反抗都需要智慧。

【案例一】
沉默女生车上被性侵

今年9月8日晚8时， 女大学生小梅踏
上了福清至长沙南的卧铺大巴车，准备来
长沙看男友。

车行至江西瑞金时，一个四十多岁的
中年男人睡在了她左侧的铺位上。男人是
大巴车的司机，刚被副班司机替换下来休
息。为了睡得舒服，司机在两人铺位之间
加了一个垫子，如此一来，两张铺位实际
上连在了一起。

十几分钟后， 司机移到垫子上来睡，
伸手来摸小梅，小梅没喊，只是挣扎着推

开了他的手。反复几次后，司机胆子越来
越大，最后奸污了小梅。由于受害者一直
只是低声哀求，车上其他乘客竟然无人察
觉。直至小梅事后躲在被子里发短信通过
男友报警，施暴者才在长沙被捕。

在办案检察官的笔记中有这么一段：
“车里有40多个人，为什么不喊一声？”“一
开始觉得害羞， 怕别人知道了没脸见人。
后来我吓蒙了，怕我喊了他再次报复我。”

【案例二】
想夺回手机，她被劫匪刺死

今年8月10日， 长沙市雨花区桔园小
区，20岁的大学生小丹被家人发现死在出
租屋中，室内财物被洗劫一空。小丹死前2
天在网上招租，准备将自己租的房子转租
出去。

第二天民警就抓住了凶手，那是一名
身高1.5米的精瘦男子，他说，他是在租房
网上找到的女大学生。“看她在招租，以为
是个富婆。”男子表示，见面后，他才知道
是个穷学生， 他用匕首逼着绑住了她，抢
走了她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我跟她讲，我只要钱，不想伤人。她
看我抢她的手机，拼命挣扎，把绳子都
崩断了。”男子说 ，女学生挣断绳索后
跑向阳台呼喊求救，这让他很紧张。于
是，他抓住她摁倒在地，提刀捅向她的
脖颈……
■记者 龚化 通讯员 余颖 戴险峰 陶涛

本报11月16日讯 屡屡听说有同学在
校园被盗， 长沙理工大学5名大学生花了
半个多月时间拍下短片，提醒同学注意防
盗。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学校老师、保卫处
的支持。

武文超同学是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
院新闻系大三的学生，10月26日， 他和同
学们决定，开拍一段校园防盗短片。几天
后的深夜零点， 武同学一行来到保卫处，
跟拍了保安一晚的行动。“我们跟着保安
深夜在学校巡逻，还和他们蹲在树影下观
察，露水好重，等我们起来的时候，屁股都
湿了一大片。这些保安确实工作很辛苦。”
武同学说。

11月7日，一男子入寝室偷窃被发现，
从宿舍二楼跳下逃走，被保安在学校草坪
上抓到，这些素材都被同学们第一时间记
录下来。

长沙理工大学云塘小区保卫处治安

科的周科长接受了同学们的采访，他根据
经验提醒同学们：三个时段最容易遭窃。

第一时段是凌晨学生熟睡时。不法分
子通常会爬上二楼或三楼的阳台，然后从
阳台或厕所开着的窗户进入学生宿舍实
施盗窃。

第二个时段是上课期间，有白天也有
晚上，当整栋或整层出现空层、空栋时，不
法分子混进学生宿舍作案。

第三个时段是早起或午睡起床时，有
同学外出忘记锁门， 其他同学在睡觉，给
小偷可乘之机。

周科长建议同学们采取“群防群治”
的做法，同学之间互相关爱，看到隔壁寝
室异常，敲门查看一下，有笔记本电脑的
同学可以租用保险箱，一来可以延续犯罪
分子作案时间，二来能避免顺手牵羊。

（王先生提供线索，奖励 30元）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陈橙

一个因懦弱导致性侵犯 一个因激烈反抗被刺身亡

单身女人，请记住这些“救命细节”

对于这两起案件中的2名受害者，办
案检察官惋惜地表示：“如果两人换一下
位， 其实都可以完全摆脱其所处的困
境。”

“当单身女性面对暴力犯罪时， 一味
的勇敢或者妥协都是不可取的。” 检察官
以历年来的办案经验，总结出一系列单身
女性遭遇暴力的应对措施。

1、封闭的环境中（如房内、车厢中）
A、镇定，切忌因害怕失去冷静。
B、判断歹徒意图。如果是单纯的盗窃

或抢劫，交出钱，脱险后拨打110。如果是

性侵，注意歹徒是否持有凶器，无凶器可
奋力搏斗并大声呼救，有凶器的话最好是
智斗，保持言语逻辑，语气镇定，假装不知
道他的性侵企图，但要明白无误地释放两
个信息：一是见过他这个人，二是你有同
伴并且很快就会来找你。

2、相对开放的环境中
找机会尽早逃离险境，但切忌慌不择

路，跑进没有出路的环境；尽可能往人多
处跑并大声呼救。为避免被歹徒追上时没
有抵抗力， 逃跑时尽量准备一些石头、棍
棒之类的武器。

沉默或者反抗，同样需要智慧

五名大学生自拍校园防盗短片
提醒：三个时段最容易发生失窃事件

11月16日，长沙理工大学多媒体实验室，大三学生武文超正在和同学一起剪辑他
们拍摄的校园防盗短片。 记者 王翀鹰 摄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