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日起， 全国各高铁车站将支
持二代居民身份证和中铁银通卡刷卡
进出站。这意味着，去买票或到车站取
票时，也不用带上大量现金，而只要带
一张银行卡即可；甚至可以直接在网上
支付而不取票，直接拿身份证进站。

另外，从11月20日起，全国铁路所
有直达特快列车（Z字头）已经实现互
联网售票。12月10日 ，所有特快列车（T
字头）也将实现互联网售票。此外，18个
铁路局将全面实行电话订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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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双
版纳有位乡村
医生， 人称赤
脚张大仙 ，有
一偏方治失眠
百试百灵 ，省
城很多人都慕
名去求药。

赤脚张大
仙原名张宁禄， 当年知青下乡到西双版
纳，由于生活的巨大变化，他患上了严重
失眠， 每晚翻来覆去最多能睡 2、3 个小
时，长期失眠，他变的消瘦，抑郁烦躁。 幸
好他家世代行医，他也略通医术，就开始
自行配药，经过几年专研，终得一奇方：采
当地野生灵芝，用鲜牛奶浸泡，阴干后与
天麻、松花粉同碾成末，每晚用温牛奶送
服，仅用 3 天，睡眠时间明显延长，连服一
个月，轻松入睡，一觉睡足 8 小时，头痛、
抑郁、记忆力减退等全部消失。 因此当地
人称他为张大仙。

为让更多患者受益， 赤脚张将此方

无偿捐献给
国家， 经相
关科研部门
研 究 证 实 ，
方中“牛奶
与 灵 芝 ” 能
生成一种多
肽 氨 基 酸 ，
能 濡 养 神

经，降低大脑皮层兴奋度，恢复神经自我
调节功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

武汉名实生物科技在原方基础上优
化改良，并利用美国生物技术提纯，浓缩
药效，国家将其命名为“怡睡方”，同时获
得国家专利。 多数患者服用当日即可明显
感觉睡眠质量提高，2 疗程告别失眠，极少
反复。

患者可拨打 0731-82033236 咨询，或
到长沙市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百幸鞋
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株
洲平和堂药号购买，各地市可免费送货上
门，货到付款。

赤脚医生偏方成专利

专治睡不着
30 年的老便秘，只需服用一粒就通便，而且不

腹泻、不腹痛，如今此药已经使数十万患者受益，
而这个药方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孝顺
博士为父治病的故事。

谈运良，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西医博士，是有名
的孝子，曾经他的父亲患有严重便秘，平日腹胀难
忍，多方治疗也不见成效。谈博士有些汗颜，自己身
为医生连父亲的便秘都治不好。所以下定决心为父
亲一定要攻克便秘！ 他查遍古今研究发现，便秘是
由虚证引起：气虚则肠无力、蠕动慢；血虚则津液
少、无法润滑大肠。所以治疗便秘要以补养为主。常
规药物以导泻为主，越泻越虚，便秘就更加严重！

经多年研究谈博士创造性的选用三参（苦参
10 克玄参 7 克、西洋参 15 克），并以辅以芦荟 5
克、厚朴、枸杞各 10 克，蒸煮熬焙，每日一次。谈父

服用后，果然神奇，即没腹泻，
也没腹痛。 2 个月便秘康复，以
后一天一次香蕉便。 谈博士总
结此方可大补气血、协理阴阳，
给肠道直接补充营养， 当天即
可顺畅排便。如今谈父已 70 多
岁高龄身体健朗， 连感冒都不
容易得，精气神十足！谈父对其

说，别总想着治大病，治好便秘也是造福百姓！ 于
是，谈博士将该方报请国家批准生产，并利用美国
生物技术提纯浓缩，服用一粒即可松软排便，所以
被国家命名为“排毒一粒通”。

不腹泻、不腹痛，排香蕉便，无效退款！ 谈博
士不仅对父至孝，对患者也是高度负责，工作一
丝不苟， 成绩斐然， 故被国家授予五一劳动奖
章。 出于对患者负责，谈博士保证，绝大多数患
者仅需一粒，严重患者服用两粒，12 小时即可排
出香蕉便，2 个月绝大多数患者可停药，5 日内
无效可全额退款 ! 患者可拨打 0731-82083489
咨询。 据悉长沙市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百幸
鞋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株洲平
和堂药号已取得首批经营权。各地市可免费送货
上门，货到付款。

武汉一孝子为父创奇方

一粒通便秘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齐中熙
樊曦)��记者从中国铁道部获悉，此前由于
质量问题召回的中国北车集团生产的
CRH380BL型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已确认
整改合格，将全部恢复上线运行。

此前铁道部证实， 中国北车对召回
的CRH380BL型动车组进行认真整改，
经试验验证、第三方评估和专家评审，已
确认整改合格， 自11月16日起将分批投
入运营。

“为配合京沪高铁380BL动车组恢复
上线运行， 铁道部日前组织京沪高铁公司
和北京、济南、上海等铁路局对京沪高铁列
车运行图进行了优化调整，定于2011年12
月12日零时起实行。” 铁道部有关负责人

透露， 京沪高铁共开行92对， 其中时速
300公里动车组列车由39对增加到65对，
时速250公里动车组由25对增加到27对。

京沪高铁今年6月30日通车运营后，
中国北车集团生产的CRH380BL型动车
组多次发生故障。8月16日， 中国北车宣
布将京沪高铁线上54组CRH380BL型动
车组全部召回整改。

同时， 中国高铁也宣布降低运行速
度，将京津城际、沪杭两条高铁的动车运
行时速由350公里降至300公里；将合宁、
合武、石太、昌九、海南东环、杭深线宁波
至厦门段、长吉、秦沈高铁时速由250公
里降至200公里；将客货混跑的既有线动
车组列车时速由200公里降至160公里。

时速未恢复，召回动车组“重新开工”
铁道部确认整改合格，京沪高铁时速300公里动车组将增至65对

发改委出台《药品差比价规则》
有效成分相同，药价也须相同

12月1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药品
差比价规则》，要求相同有效成分药品，不得以
名称、包装等不同为由，制定不同价格。

规则明确规定了同种药品不同剂型、规格
或包装之间最高零售价格的核定原则和方法。
一是要求同种药品不同剂型和规格的价格应
当以代表品为基础，按照规定的差比价关系核
定。其中，代表品按照临床常用、价格合理、成
本和供求状况具有典型性的原则选择。二是相
同有效成分的药品，不得以名称不同、包装材
料不同等为由，制定不同价格，防止企业通过
变换名称变相涨价。三是规定了临床常用剂型
之间的比价关系，防止企业通过变换剂型不合
理涨价。四是规定了不同含量、装量、包装数量
之间的比价关系，防止企业通过变换规格包装
不合理涨价。 ■据法制晚报

1日下午5时30分左右，武汉市雄楚
大街关山中学旁的建设银行发生爆炸。
据武汉市警方介绍 ， 经过初步现场勘
查，已经排除管道煤气和液化气爆炸的
可能。

爆炸点位于银行的大门处，略靠门
外，现场炸出一个大坑。目击者称现场
有伤者躺在地上。

据楚天都市报消息称，当时一辆运
钞车正在运钞过程中，突然发生爆炸，6
名路人当即倒地， 目前已导致1人死亡，

5人受伤。 爆炸中不幸身亡的是一名年
轻女孩，年约20岁左右。爆炸后运钞车
仍能行驶，现场短暂停留后开走。目前
尚没有得知银行钞票被抢的情况。

另有媒体报道，武汉市消防局宣传
干事证实，该建设银行“遭抢，被携炸药
并引爆”。另有网友称，现场一名歹徒在
银行门口放置炸弹后并引爆，警方出动
直升机。

另据武汉警方官方微博@平安武汉
当晚9时10分左右发布消息称， 爆炸造

成过路群众2人死亡 、10余人受伤。 目前，
伤者已送医院救治。事发后，武汉警方迅
速调派多警种赶至现场， 抢救受伤群众，
开展现场勘查。经初步调查，爆炸系由门
前堆放的不明物体引发。爆炸原因正在调
查中。

目前在湖北中医院住院的4名伤者
中，一名广西柳州人，男，45岁；两名武汉
人，均为女，一人50多岁，一人30岁左右；
一名关山中学高二女生，17岁。

■综合新华社、楚天都市报报道

武汉建行爆炸2死10余人伤
警方称，爆炸系门前堆放不明物体引发 运钞车运钞过程中爆炸，是否被抢尚未得知

持网售票刷身份证可进站

提醒

爆炸现场。IC图

一辆汽车被炸坏。 富图中国 图

讲述

一名40多岁的女
士称， 当时从建行旁边
的中百超市出来， 听到
爆炸声， 只看见天一下
就黑了，全是黑烟。网友
“乐活武汉” 发微博称：
爆炸时我就在旁边，如
果我不在TAXI里， 估计
现在重伤的会是我！一
女孩后脑勺炸破， 向我
借电话通知家人， 我的
电话全是血！ 送她上了
120我才安心等车回家。

如果不在的士里
受伤就是我！

警方在现场进行调查。 新华社 图

警方出动直升机。 富图中国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