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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北京召开的治疗糖尿病
药物新成果研讨会上，传出一个令人
振奋的消息，由北京同仁堂联合多家
权威机构经过二十多年刻苦攻关，潜
心研究，终于破解了糖尿病的致病基
因，成功研制出一代新药【止渴养阴
胶囊】。

1.�【止渴养阴胶囊】的问世是医
学界发展的里程碑， 它改写了糖尿
病治疗徘徊不前的历史， 很多参与
研制的专家学者都给予很高的评
价。 它是从几十种名贵中草药中提
成了有效的降糖成份， 添加了海洋
生物和动物的胰腺， 以及活性的干
细胞等，充分结合现代制药技术，打
破传统药物的局限性，开创“以脏养
脏， 以胰补胰” 的全新清源修复疗
法。 特别针对糖尿病患者因胰腺功
能衰竭，β 细胞受损，不能正常分泌
胰岛素及胰岛素抵抗等原因引起的
并发症，实现营养修复胰脏，体内增
敏排毒，全面康复并发症。 一般患者
服药 7 天左右，饥饿感消失，睡眠改
善；7-15 天左右血糖开始平稳下
降；30 天左右血糖达到正常值，并发
症开始逐渐消失， 一般连服三到四
个疗程，胰岛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该
组方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2.�【止渴养阴胶囊】具有快速平
稳血糖，它不但有胰岛素的作用，还

具有比胰岛素安全，全面的优点，组
方中的猪胰脏粉含有大量胰岛素和
活性胰岛细胞，不仅能直接补充胰岛
素还能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从激活修
复胰岛素受体入手，使胰腺恢复分泌
胰岛素的正常功能。对糖尿病引起的
冠心病，高血压，性功能减退，皮肤瘙
痒，手足麻木，口干多饮，视网膜病症
等有很好的疗效。

3.【止渴养阴胶囊】创造性的将
含有天然胰岛素活体细胞的猪胰脏
粉与糖尿病的天然抑制剂———山茱
萸组合为君药， 再加上人参， 天花
粉等多种珍贵中药的复方制剂，药
效有保障，不产生耐药性，依赖性。

4.一般患者无论病史长短，血
糖高低，服药一段时间后血糖即可
平稳下降，连续服药 3-4 个疗程即
可达到临床康复，开创了中医药治
疗糖尿病的全新突破。

特别提示： 同仁堂真情回馈
患者活动现在开始， 从即日起药
价优惠下调 30%望新老患者相互
转告。 同仁堂特为外地患者开通
电话订购 ，药到付款）信誉保证：
患者自购药之日起有专家跟踪指
导用药，凡有少数患者用药 3 至 4
个疗程没有达到预期疗效， 我们
承诺免半费提供药品治疗直至完
全康复为止

糖尿病患者苦日子熬出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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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一：文裕章是否有“小三”

公诉人当庭表示， 种种证据
足够证明文裕章对妻子不忠，作
案的动机并非其所述的不想妻子
受苦。

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显示，文
裕章在妻子卧床期间， 频繁与另
一名年轻女子通电话， 即便胡菁
在抢救期间也是如此， 最长的通
话甚至超过3个小时，该名女子还
给文裕章发了很多暧昧短信。公
诉人认为， 两人的关系已经超越
了普通朋友关系。

文裕章辩驳说， 他和这名女
子是同事关系，平时比较谈得来，
妻子出事后， 该女子常在电话里
安慰他。对于暧昧短信，文裕章表
示也觉得“莫名其妙”。

焦点二：是否获家属的谅解
公诉人认为， 虽然文裕章赔

偿了胡菁家属128万元，但胡菁的
家属并没有出具对文裕章的谅解

书，此后还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
说明胡菁家属并未达成对文裕章
的谅解。

文裕章的辩护人则表示，文
裕章家人当初将128万元赔偿款
支付到深圳中院时， 就已经带有
附带条件———胡家出具谅解书，
否则不需要将款项支付给胡家。
胡家既然收下了128万，就应该表
示了对文裕章的谅解。

焦点三：该判缓刑还是入狱
检察机关认为， 文裕章的行

为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震惊， 对其
适用缓刑， 会给社会导向带来严
重的负面影响， 不利于有效发挥
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

文裕章的辩护人则提出，是
不是一定要将文裕章送进监狱，
才能体现出良好的社会效果？判
文裕章缓刑首先应该判断其是否
在合法的情况下， 在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而不是社会导向。

■综合广州日报、羊城晚报

曾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文裕章拔管“杀”妻
案，14日下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由广
东省高院派法官审理。一改一审开庭时对“拔管前胡
菁是否脑死亡”的争论，14日的庭审中，“文裕章是否
有小三”以及“是否已取得丈母娘的谅解”被摆上法
庭辩论的重要位置。法院未当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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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15日表示，日
方无权在钓鱼岛海域执行任何“公务”。
日方对中国公民采取任何形式的所谓
司法程序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据报道，3月15日，日方律师根据冲
绳那霸检察审查会的决定，以妨碍执行
公务罪对2010年钓鱼岛事件中的中方
船长提出了强制起诉。

刘为民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
时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
争辩的主权。日方在“撞船事件”中的行
为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日方应多做维
护两国关系大局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日方强制起诉钓鱼岛
撞船事件中国船长
我外交部：是非法和无效的

15日，有记者问，据日本媒体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拟于近期赴日
本出席第四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说，
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是中日两国加强经济
政策沟通和经贸合作的重要机制， 中日
双方均高度重视。 第四次中日经济高层
对话的会期还在商议之中， 日期尚难确
定。 ■据新华社

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日期尚难确定

链接新闻
2009年2月9日， 胡菁忽然昏倒在

深圳龙岗自家别墅中， 随即被丈夫文
裕章等人送往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
一直昏迷不醒，有心跳、血压，依靠呼
吸机维持生命。令人意外的是，事发7
天后，文裕章拔掉胡菁的氧气管，导致
其身亡。对于此举动机，文裕章称：“不
想妻子再受痛苦。”

该案发生后，曾引发媒体关于“脑
死亡”是否是死亡标准及“安乐死”的
争论。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
12月2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文
裕章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深圳市检察院审查后认
为，一审判决量刑畸轻，提出抗诉。

案情回放

“拔管杀妻案”
惊现“小三”身影
该案曾引发“脑死亡”标准及“安乐死”争论

拔管杀妻
引发“脑死亡”标准讨论

文裕章掩面走进法庭。
广州日报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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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3·15晚会再揭黑幕

麦当劳家乐福“秘密”曝光
3月15日晚8点， 央视3·15晚会以

“共筑诚信、有你有我”为主题，晚会曝光
了麦当劳、 家乐福等一批国际国内大品
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虚假欺诈行为，揭
露了新消费环境下的骗局和陷阱。

中华学生爱眼工程
打着慈善幌子挣钱

中华学生爱眼工程， 项目以公益名
头吸引加盟商，实际“外界做慈善，内部
做营销”。一些视力较差的孩子都可以得
到一张价值260元的爱心捐赠卡，持卡可
到爱眼工程工作站免费兑换一副特供的
镜片。 但工程会理事长刘金顺对此很直
白地说，“名义上是公益， 但该收钱的话
绝不手软。” 工作人员张健的详细解释
是，“他用一副镜片的捐赠卡到咱们店里
来，他不可能是拿着镜片走了，这个时候
还需要镜架。”山东省章丘的一位加入了
爱眼工程的眼镜店老板说，“129元选个
镜架，其实这个镜架成本只有30元，赚他
100元。”

麦当劳过期食品继续卖
食材掉地上继续用

在麦当劳， 记者看到当保温箱上的
四个存放位都发出警报后， 当班员工并
没有将里面的肉品取出扔掉， 而是再次
按亮计时器重新开始计时。 一位麦当劳
员工说， 如果食物到了规定的保质期，

“标准是扔！但是不可能扔，没有一家店
是扔的，规定是人定的！”

在麦当劳三里屯店的操作间还曾发
生这样一幕， 一个包装袋里的生牛肉饼
不慎翻落撒在了地上。 掉在地上的牛肉
饼，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又被放进了袋子
中备用。

家乐福售卖过期鲜肉
三黄鸡变柴鸡价涨一倍

在位于郑州市花园路国贸360广场
的家乐福店， 记者看到了震惊的一幕。售
货员将同种三黄鸡分成白条鸡和柴鸡出
售，价格差距达一倍之多，超市课长很明
确地说，“是不是柴鸡，我们说了算。”记者
还发现，没有卖出去的鲜肉，当天都会拆
包送到柜台后面的冷鲜库保存。第二天重
新打散再包装，更改日期后进行出售。

一项个人信息卖0.3元
罗维叫卖1.5亿消费者信息

央视3·15晚会15日晚还曝光了上海
罗维邓白氏公司出售用户信息。 这家公司
声称手中掌握着1.5亿中国中高端消费者
的信息， 可以应客户的要求精准筛选后提
供。销售人员介绍，他们将单独一项信息内
容称为一个字段， 对外出售一个字段的价
格是0.3元，信息越详细，价格越高。信息
可以精准到包括邮编、姓名、地址、电话、
车型等。 ■综合央视、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