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邦昊，今年42岁，宁乡人，2011年9
月起任湘潭市交警支队事故大队教导
员，曾多次被评为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先
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或被记功、嘉奖。

在网上， 至今还有篇关于何邦昊的
报道， 称他在担任中山路派出所所长期
间“严格执法，不徇私情”，“没给一个前
来为违法犯罪分子说情的‘开绿灯’”。
“从警以来，始终坚持‘请客不到、送礼不
要、给好处一律回绝’的原则”。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曾奕 刘星

3月27日，常德汉寿，春光明媚。但是在汉寿
血防医院病房里的蔡阿姨却满脸泪痕， 看着病
床上日渐衰弱的宝贝女儿，她心急如焚。

蔡阿姨的女儿晶晶今年24岁， 毕业于华中
科技大学护理专业， 灿烂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却
不幸患上尿毒症。经肾源配型，蔡阿姨的肾适合
晶晶， 但是她的左肾有很严重的囊肿， 尽管如
此，蔡阿姨却还坚持要把自己的肾移植给女儿。

即使有生命危险，也要捐
晶晶出生于常德汉寿一个普通的农户家

庭，2007年， 晶晶的父亲患鼻咽癌突然去世，留
下母女俩相依为命。 就当母女俩刚从失去至亲
的悲痛中走出来，去年11月，晶晶在工作中突然
晕倒，送至医院被检查出肾脏功能严重衰竭，确
诊为尿毒症，唯一的救治办法是换肾。

经过医院配型检测， 蔡阿姨的肾与晶晶的
匹配，符合捐献的条件，但是蔡阿姨的一纸身体
检验报告却让母女二人再次陷入无助中。

“医生说，妈妈的左肾有一个囊肿，如果她
把健康的右肾移植给我， 惟一的左肾万一囊肿
恶化，便会有生命危险。”晶晶说，“如果要以妈
妈的命来换我的命，那我不能答应。”

对于女儿的犹豫， 蔡阿姨却很坚定：“我现
在最有用的就是身体内的这个健康的右肾，能
用它换我女儿的命，我什么都不怕。”经过近三
个月的思想斗争，晶晶终于向母亲妥协，愿意接
受肾脏移植手术， 用母亲健康的右肾来保住自
己的命。

伟大母爱感动网友
蔡阿姨的伟大母爱感动了许多素未谋面的

好心人， 经过汉寿当地相关部门和广大网友的
帮助，目前已募集了近10万元的爱心手术善款。

“房东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后，主动把我们以
前交的一年房租退还给了我。 我衷心感谢每一
位帮助我们母女俩的好心人。”在租来的十几平
方米的小房间内，蔡阿姨十分感激地说。

亲爱的读者， 晶晶近期将接受肾脏移植手
术，后续治疗还有很大的资金缺口，如果您愿意
帮助这母女俩，请联系本报：0731-84326110。

■记者 聂诗茼

身为派出所所长， 竟收受“保护
费”， 对辖区有关场所可能存在的卖
淫、容留吸毒、收赃、赌博等行为不予
查处，即便检查也是走过场。

近日，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以
受贿罪， 一审判处湘潭市雨湖公安分
局中山路派出所原所长何邦昊有期徒
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

派出所长被收买，充当“保护伞”
中山路派出所位于湘潭市雨湖区

中山路330号， 地处湘潭市河西中心
城区附近，虽说辖区范围只有1.7平方
公里，但人流众多，热闹繁华，休闲娱
乐场所不少。2002年10月至2006年5
月， 担任中山路派出所所长的正是何
邦昊。

期间，为求何所长能“罩”着自己，
该派出所辖区内的一些洗浴中心、电
游室、典当行、茶楼等，都主动向何邦
昊交纳“保护费”。何邦昊收了钱后，或
对相关场所可能存在的卖淫、 容留吸
毒、收赃等违法犯罪行为不予查处；或
即使例行检查，也只是走走过场，不为
难对方，关系甚是“融洽”。

法院一审认定， 从2003年-2006

年，何邦昊共计收受“保护费”14.3万
元，全部用于个人开支。

湘潭知名娱乐城也得拜他“码头”
在湘潭市雨湖区人民路，有个“大

自然”洗浴中心，离中山路派出所只有
数百米。 在担任中山路派出所所长期
间，何邦昊先后10次收受“大自然”洗
浴中心老板刘依杰的现金共5.2万元，
为其提供关照。

中山路派出所辖区内有家伟伟茶
楼，是个“赌窝”。2003年至2004年，何
邦昊先后几次收受茶楼老板颜铁军的
现金共9000元，或为茶楼赌博提供关
照， 或对该所查办的颜铁军的电游室
赌博问题不作处理。

茶楼入干股，一年分红4.8万元
除直接收取“保护费”外，入股分

红是何邦昊敛钱的另一招数。2003年
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在担任中山
路派出所长期间， 何邦昊利用职务之
便，在辖区内廖松林所开的“润之”茶
楼里入干股，为茶楼提供关照，并分得
红利4.8万元。

法院一审最终认定， 何邦昊在担

任中山路派出所长期间，包括收取的“保
护费”14.3万元，干股分红4.8万元，共计收
受贿赂19.1万元。此外，还有部分金额系
违纪所得，“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不能认定
为受贿”。

案发后， 何邦昊退赔了全部赃款。近
日，一审判决后，何邦昊表示不服，已提起
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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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治疗白斑
白斑病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顽症， 很多患者为治此病花

去昂贵费用却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憾，失去生活乐趣。白斑病
属肝气郁结，气机不畅，气血失和，血液里缺少两种微量元素。
如果治疗不及时，有蚕食全身之势。当今，治疗白斑病的医院和
方法有多种多样，但能治好者却寥寥无几。 长沙康达医院采用
标本施治，内外互补 ,（住院治疗）。 使用家传方剂，国家给予专
利保护（专利号：201010000083.6）198 元 / 盒。不论病史长短，周
身面积大小，何种原因形成的白斑病，在多家医院治疗，使用任
何方法或药物无效或治好部分又重新复发者，患者本人到我院
住院治疗，当天见效，无效退款，有效就能恢复正常，签约治疗。
诚信为本，有诺必践，全省仅此一家。 白癜风分 9 大类，请患者
谨慎选择最佳治疗方案，以免上当受骗。 节假日不休
专家预约热线：0731-�84461322�网址：www.zzbdf.com
乘车路线：火车站乘 107路，市内乘 130、912、138、805路公交车到左家塘北下车即到

长沙楚雅医院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米）

专
治 病毒疣·疱疹顽固·复发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震撼问世，一次性治好
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菜花、肉芽
状增生物。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
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
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 DNA 生物分子定

型定量检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高、低
危型病毒和类型、数量及复发原因。 运用科研新成果，可一次性靶
向杀死神经节、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数小时内患者可亲眼
目睹毒素排出体外，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
自身免疫系统，并产生抗体。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特别针对：长期采用常规保守
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上海、昆明等十
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此疗法湖南省楚雅医院独
家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郑重
承诺

无论疣体大小、轻重，均能
一次性治好。 签约治疗，法
律公证，发放信誉卡。 外地
患者随治随走， 为患者保
密。 节假日不休。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专家预约
0731-84147922

中国湖南病毒疣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126 元

网址：www.chuyaminiao.com

专业妇科 只为女人

地址：长沙车站南路 715 号（火车站南 1 公里）

湖南性保健研究所
附属医院

健康热线： 8384�6666

收了保护费后，黄赌毒他全“罩”着
湘潭市中山路派出所原所长何邦昊受贿19.1万元，一审被判刑10年

只有一个好肾
她也要捐给女儿

本报3月29日讯 今日8时15
分左右， 在沪昆高速由西向东
1181公里处（湖南双峰县境内）发
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由四川
乐山市开往福建厦门市的大巴客
车（川L38769）冲出高速公路护栏
翻车， 事故造成4人当场死亡，1人
送医院途中抢救无效死亡，另有33
人不同程度受伤。 经初步核实：车
辆核载37人，实载39人（包括两名
婴儿）。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和高
速交警部门迅速组织施救，受伤人
员得到就近救治。目前，事故路段
已经恢复通车，事故原因和善后事
宜正在进一步调查和处理中。

■记者 谢能武

3月29日上午８
时左右， 沪昆高速潭
邵段1181公里处（双
峰县甘棠镇大吉村）
发生一起大巴车侧翻
事故。

通讯员 乃继辉
李小波 摄

本报3月29日讯 全国道德模范、“板凳妈
妈”许月华的事迹可谓感人至深。今天上午，她
与湘潭的另一位全国道德模范文花枝走进韶
山，在韶山毛泽东广场的主席铜像下，两人与湖
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韶山消防中队战士林
彬彬在展板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现场数百
名消防官兵也跟着签名，并近距离聆听了道德
模范的发言。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邓拥军 胡晓晖

道德模范当榜样
湘潭消防学雷锋

充当“保护伞”的他
曾是“先进个人”

“双面”脸谱

大客冲出高速护栏，5人身亡
事发沪昆高速双峰县境内，另有33人不同程度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