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威回忆， 他在被追赶中从摩托
车上飞下摔伤。 记者武席同摄

本报4月20日讯 今日，长沙车
管自助服务终端机投入使用， 十项
业务可以自助办理。

下午3点，陈先生在车管所大厅
尝试了“车管ATM”，根据文字和语
言提示，触摸操作屏进行操作，插入
二代身份证，对准摄像头“自拍”证
件照，打印条形码凭条，短短20秒，
陈先生即办结了业务。“不要排队等
号，不用准备身份证复印件和照片，
太方便了。”

按照传统的窗口受理模式需
要花多少时间呢？先排队领取表格
填写，然后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等材

料，排队缴费拍照，再将材料送回
窗口审核。 整个流程至少需10分
钟。

两台“车管ATM机”分别投放
在业务办理人员较集中的直属分所
和万家丽分所，可办理违章查询、驾
驶证业务和机动车业务。

违章查询： 凭借车辆识别码后
四位数查询

驾驶证业务：补领驾驶证，期满
换证，损毁补领

机动车业务： 补领或换领行驶
证、号牌及检验合格标志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曹征麟

车管所10项业务可“自助”
体验：原10分钟，现在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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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腰椎间盘突出是现代社会高发病，正日益严重地危
害着上班族和中老年人的健康，很多患者，方法用遍，不见
好转，面对日渐加重的病情不知所措。

国内知名专家湖南籍教授陈锦云，1982 年开始受命从
事椎间盘突出课题研究， 偶然从脑血栓治疗中受到启发，
把椎间盘突出当作骨血栓来对待， 成功研制出特效产品
“透骨祛痛贴”，别人用药活血化瘀，他利用湘西深山中生长
的莪术、玉竹参、丹皮、颠茄、吴萸、白芍等野生药材，独创破
血透骨清淤，中医反治，几乎百发百中，很多患者用后一夜
腿不麻、不胀、不痛，能翻身下床，贴到十盒，基本恢复行走
能力，很多重症患者早上背着来治疗，晚上不用搀扶自己
就能走回去。 更有一患者 2008年患腰 4-5椎间盘突出，椎
管狭窄，椎体滑脱，腰痛，坐骨神经疼，腿麻胀无力，肌肉萎
缩，走不成路，术后截瘫，对他来说，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奇
迹发生，用透骨祛痛贴第一天敷上，第二天恢复知觉，三个

礼拜后能走四五里路。
透骨祛痛贴特别适用于颈、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椎管

狭窄，椎体滑脱，骨质增生等顽症，尤其是脚踩棉花，不能正
常行走，穿衣拿筷费劲，头晕头痛恶心，卧床不起，医生已建
议手术者，不怕病重，越病重效果越快，很多患者反映花数
万元用其它方法治疗不如陈氏透骨几百元之效。 透骨祛痛
贴已被列为国家保密配方，成为北医三院、301 医院专供膏
药，研制人也多次受到高层领导的接见。
市内免费送货,外地邮寄,货到付款。

长沙市解放西路省人民医院对面六谷大药房有专业人
员指导贴敷！
五一路平和堂药号，东塘平和堂药号，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
株洲市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株洲市平和堂药号（火车站附近）

迎五一感恩大回馈:买 6 赠 2，买 10赠 5
“椎间盘突出”湘西陈氏有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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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著名脑病专家鞠主任为患儿提供
咨询”的喜讯发布后，报名电话不断，为帮
助更多脑瘫患儿早日康复， 此活动特寻找
5 类脑瘫儿：

1、不会说或说话不清，只能说单字；
2、不会走路、脚尖着地，剪刀脚；
3、肌张力高，手不灵活，腿不能打弯；
4、口眼歪斜，口水不断；
5、智力差，易哭闹。
专家提醒：脑瘫康复，年龄越小，治疗越

早，效果越好！ 721 康复方案在全国成
功推广 11 年来，数千名患儿能说会走，
甚至上学。

喜讯：届时：专家免费为患儿制定 721
康复方案；理疗师实施脑病特色疗法 ——
“耳穴疗法”加速脑瘫儿康复；与脑瘫康复
儿父母交流康复心得； 赠最新权威脑健康
刊物《1+1脑健康乐园》。

据悉， 五一期间此活动名额仅限 80
名，抓紧报名：400-025-0499

迎五一湖南引进脑瘫新方案———

特为 5类脑瘫儿提供援助

面临着创新、科技、高端等新模式的冲
击，作为星城家电的龙头企业，湖南国美总
经理张仁勇日前表示，将以日本、德国等目
前国际最新家电卖场设计标准， 率先引入
“家电超市”理念，将国美和府店全力打造成
“融休闲、娱乐、购物于一体”的家电卖场。

家居超市 一站式购物
改造升级后的和府新活馆，其最大的

特点在于体验式消费， 消费者可以拿真
机操作。 同时， 卖场内划分了很多功能
区，如品牌体验厅、品牌展示区、综合展
示区等，在卖场提供多种组合方案，并为
消费者提供家庭生活的解决方案。 与传
统卖场相比，“新活馆” 更像一个综合的
电器ShoppingMall，产品品类极大丰富，
被誉为星城首家电子消费城。据悉，在和
府新活馆里， 消费者可以买到几十万元

的奢侈家电， 也能买到百十元的美发用
品、数码相机包，甚至是保鲜盒、鞋柜除
味剂等， 确保消费者能一次性购齐所需
商品。

湖南3C最大集散地
此次和府新活馆的改造将以电脑 、

手机、数码摄照等3C品类为重点，为增
加卖场的商品丰富度，和府新活馆引进
全球知名的品牌30余个，全场展示样机
上千台，极大地满足了消费者对卖场商
品丰富度的追求，提供了“货比三十家”

的选择空间。据悉 ，和府新活馆整个一
楼将改造成品牌丰富 、体验丰富 、服务
全面的3C产品大卖场。其中，数码区域
的索尼品牌专柜升级为长沙市最大的
索尼SIS顾客体验店，首启“店中店”的
经营模式。 据3C业务总监欧阳萌介绍：
本次升级后，索尼SIS顾客体验店将为消
费者 提 供更 完善 更 专业 更贴 心 的 服
务———售前提供顾问和试机服务、 售中
丰富实用的赠品赠送、售后专业的验机
及免费专业的商品清洁服务！

今日 国美和府新活馆店惊艳亮相
经济信息

本报4月20日讯 “我们是怕摩托
车被警察扣了要罚款，没想到这一跑，
表哥的命都快没了。” 今天凌晨3点左
右， 严威驾驶摩托车载着表哥陈宇行
至汽车西站商贸城时， 遇到民警叫停
检查，慌乱中两人驾车狂飙。当摩托车
在金洲大道9公里处车翻人飞时，严威
捂着伤口颓丧不已：“怎么除了警车，
还有两辆民用车追我们。”

突遇警车叫“停”，摩托司机狂飙
凌晨3点，在汽车西站商贸城附近

吃完夜宵后， 严威发动表哥陈宇那台
没办任何手续的摩托车， 准备返回住
处。

摩托车驶出一段距离后， 与一辆
闪着大灯的小车狭路相逢， 严威定睛
一看，是一辆警车。

不一会儿， 警车掉头追了上来，
“副驾驶座的人冲我们大喊‘靠边停
车’。”长沙早就禁摩了，加上担心这伙
人不是真警察，两人把心一横，径直往
前。绕了一圈后，兄弟两人又返回到西
站。严威说：“我们准备往乡下跑，摩托
车是我表哥的‘饭碗’，要是被收缴了，
他就失业了。”

两人决定将车开上金洲大道，“我

想， 他们追累了就不会追了吧。” 严威
说，驶上金洲大道后，除警车外，一辆白
色小车和一辆黑色小车先后加入追逐，
试图把他们逼停。

行驶至金洲大道9公里处时， 摩托
车突然侧翻， 严威和陈宇先后与车分
离，“飞出去五六米远，好像是一根木棍
卡了前轮的轮毂。”

不省人事的陈宇当即被警车上下
来的几名男子抬进黑色小车，严威则被
“请”进白色小车，“问我是哪里人，叫什
么名字，为什么要跑。”

监控：三辆小车先后进入医院
为了核实严威的说法，记者来到湘

雅三医院看到了相关监控。
凌晨3:54， 黑色小车急停在急诊

室门口， 车上下来2名男子将陈宇抬进
急诊室大厅。

3:57，一名“制服男”忙活着挂号。
严威认出他就是坐在警车副驾驶的人。

这段时间严威在哪里呢？“我坐的
白色小车开进医院后，那几个人把我丢
在了医院前坪。”

白色小车进入医院大门的时间为4:
19，而那辆“警车”于4:20停在了医院的
入口处，右前门上赫然写着“公安”二字。

经核实，这辆警车属于岳麓公安分
局。岳麓分局相关负责人强调：“民警叫
他们停车接受盘查， 他们掉头就跑，速
度很快。” 问及民警是否使用木棍致车
翻人飞，“使用木棍？怎么可能！”再问为
什么要追，负责人说，“他们是形迹可疑
人员。” 对于两辆参与追逐的民用车的
归属，该负责人表示不清楚。

长沙市公安局已经介入此次事故
的调查，初步确认，警车属于岳麓分局
治安二大队，“但民用车的情况还有待
核实。”目前，受伤的陈宇仍在重症监
护室接受救治，医生说，他颅内出血严
重，生命垂危。

■记者 王为薇
（市民王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市公安局介入事故调查

警车追得急 还有两车“帮忙”
摩托放肆飙 车翻了人伤了
岳麓警方：他们形迹可疑 车主：怕扣车挨罚 医生：伤者生命垂危

①

部门回应

4月20日，湘雅三医院，监控
拍下制服男及其他几名男子开
车送严威、陈宇到医院的过程。

http://sxdsb.voc.com.cn11243966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