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3日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韩国总统李明博、日本首相野田佳
彦出席会议。会议由温家宝主持。三国
领导人同意年内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
区谈判，并见证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

又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
本国政府及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
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13日于北京
正式签署。

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自2007年启
动以来，历时5年，中日韩三方先后进
行了13轮正式谈判和数次非正式磋
商，于2012年3月下旬圆满结束。该协
定共包括27条和1个附加议定书，囊括
了国际投资协定通常包含的所有重要
内容，包括投资定义、适用范围、最惠
国待遇、国民待遇、征收、转移、代位、
税收、一般例外、争议解决等条款。

中日韩投资协定的签署在中日韩
三国经贸合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
意义。 这是中日韩第一个促进和保护
三国间投资行为的法律文件和制度安
排， 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提供了重要
基础。 协定将为三国投资者提供更为
稳定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进一步激发
三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 ■据新华社

中日韩自贸区
谈判年内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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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上午，湘潭红十字林敏医院门前人头
攒动，“树皮人” 朱桂华热泪盈眶的将一面写有
“救命恩人” 的锦旗送到了林敏医院院长的手
中。 45岁的朱桂华家住湘潭市城正街，八年前
患上银屑病，全身都像树皮一样，八年来四处
求医仍难摆脱，最终通过医院的竭力医治，如
今重获“新生”……

八年顽疾难寻良方
欲轻生脱离苦难

“这八年来，每天全身就如同有一百条虫
咬一样，奇痒无比。 ”八年前，45 岁的朱桂华
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缠身， 此后全身奇痒
无比，由局部出现红色斑点迅速蔓延至全身。
不仅如此， 每天遍布周身的皮肤瘙痒更是令
他全身乏力， 无法寝食， 八年来整夜无法入
眠。为此朱桂华不仅不能正常工作，连家门都
羞于迈出。 周围邻居见全身溃痒和全身长满
千层万层白色皮屑的朱桂华更是躲避不及，
生怕会被其传染。因此，朱桂华就如同“瘟疫”
一般，在周围邻居的异样眼光中生活了八年。
朱桂华的妻子介绍， 起初丈夫朱桂华身上出
现异常红斑点时，我们都没有在意，以为只是
皮肤过敏，随后，小红斑点越来越大，逐渐蔓
延到了四肢手臂、全身等各处，我们便觉得有
点不对劲了。 随后，我们开始了四处求医，八
年下来，为了治疗丈夫的顽疾，我们几乎花光

了全家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 跑遍了全市的
多家医院，试过了各种所谓的医治“良方”。 然
而，病情却反反复复始终没有得到良好的医治，
最终弄得一贫如洗只能依靠低保救助为生的一
家再也难以维持继续的治疗， 全家陷入了极度
窘困的境地。“树皮人”朱桂华告诉记者:“自己
得了这种怪病，也曾经多次想到过轻生，这样没
日没夜的全身奇痒和周围人异样的眼光让自己
这八年来倍感煎熬， 再加上由于这次的病让现
在全家窘困度日，也想早点了却自己的生命，不
想拖累妻子和孩子。最终，是妻子给了我莫大的
鼓励。

求助媒体
获得好心医院“良方”

就在朱桂华一家对此怪病万念俱灰之
时， 周围邻居的一席话让这家人仿佛找到了

“救命稻草”。 朱桂华开始向各大新闻媒体求
助，希望将自己的“怪病”报道出来之后能够
得到更多的医治“良方”。 随后湖南省市各大
媒体相继开始报道“树皮人”朱桂华的怪病求
医之路，湖南都市频道等各大媒体纷纷以《谁
来拯救“树皮人”》等标题对朱桂华的病情进
行全程报道， 随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
注和强大反响，很多好心人看完报道后对这
个生活举步维艰的家庭更是慷慨解囊。 一次
偶然的机会， 湘潭市红十字林敏医院院长看

完播出的新闻报道后， 被这个家庭的不幸遭
遇和朱桂华顽强的求生精神所打动， 第二天
随即召开全院大会， 宣布医院愿意对“树皮
人”朱桂华进行无偿医治，一直到彻底治愈为
止。朱桂华及全家得此消息后喜极而泣，好似
再次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就这样，湘潭红十字
林敏医院携手“树皮人”朱桂华开始了一段战
胜“病魔”的漫漫长路

林敏医院无偿医治
“树皮人”重获新生

“一般的顽固性牛皮癣我们医院运用祖传
纯中医综合治疗法，15天便可以治愈。 像朱桂
华这样牛皮癣患病达到八年的，我们治疗时间
可能会长一点，但可以保证 30天彻底摆脱牛皮
癣的困扰。”湘潭市红十字林敏医院林敏院长这
样承诺道。 4月 24日，被顽疾困扰了八年的朱
桂华第一次踏进了湘潭市红十字林敏医院，通
过林敏院长及该院众多专家学者的问诊后，朱
桂华确诊为“顽固性牛皮癣及银屑病”。 确诊病
情后，林敏院长亲自召集了院内多名资深皮肤
病专家对朱桂华的治疗进行探讨研究，并对其
开始了内服外敷相结合，中药西药交叉的解毒
疗法。 就这样，朱桂华的病情开始逐渐有了起
色，全身奇痒也慢慢开始好转。朱桂华及一家见
此情形，都仿佛看到了“重生”的希望。随着红十
字林敏医院的精湛医术和悉心治疗，一个月后，

“树皮人”朱桂华走出了医院。 原来的溃烂皮肤
和红色斑点全部消除，皮肤又恢复到了昔日的
光滑，全身也不再奇痒无比，现在的生活一如正
常人一般。现在的朱桂华告诉我们，感谢湘潭市
红十字林敏医院给了他生命的再一次“重生”，
现在自己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一样工作。得
病的这八年来，自己从未敢踏出家门，现在再不
用承受周遭人异样的目光， 也让我拥有了重新
活下去的勇气。 湘潭市红十字林敏医院林敏
院长说道，能够彻底把“树皮人”朱桂华完全
治愈我们感到很欣慰， 这次我们从看到新闻
报道，到愿意无偿医治朱桂华，再到将其完全
治愈，其实也是一次我们与“病魔”斗争的过
程。同时，这次我们这家民营医院本着救死扶
伤的宗旨自己出资 5 万元为朱桂华治疗，也
是再一次印证了我们医院署名“红十字‘仁
道、博爱’”的理念。

困扰“树皮人”朱桂华八年皮肤病顽疾被湘
潭市红十字林敏医院完全治愈出院的消息传
开后，再一次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省皮肤
病知名专家学者纷纷表示，“这次湘潭市红十
字林敏医院有力的填补了皮肤病医疗界的一
大空白。 ” ■文 /吴璐

一剂良方施救命之恩
———湘潭林敏医院免费救治“树皮人”朱桂华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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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林敏医院

11日， 菲律宾反华示威活动惨淡收
场。事件刚过去，此次示威活动的幕后策
划者、“美国菲律宾裔呼吁良政协会”领
导人洛伊达·刘易斯成了媒体关注的焦
点。因为这位高喊“打击中国”的示威者，
竟在中国开着几十家连锁超市， 大赚着
中国人的钱。其身份遭曝光之后，众网友
纷纷呼吁对其在华经营的业务进行抵
制。

大放厥词：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战
洛伊达亲自上阵参加了11日在马尼

拉进行的示威活动。据菲律宾《每日问询
者报》报道，洛伊达使用的是最严厉的用
语，极富攻击性。12日，洛伊达还表示，菲
律宾应该用贸易壁垒“打击中国”，对所
有中国商品发起贸易战。

据悉， 洛伊达组织反华示威游行已

非首次，有报道指出，她还曾呼吁菲裔美
国人于去年7月8日在多家中国驻美领馆
门前举行反华示威游行， 抗议中国即将
“入侵菲律宾海域”。

身份曝光：美国倍顺集团CEO
资料显示，洛伊达·刘易斯毕业于菲

律宾大学法学院，后移民美国，已加入美
国籍。 在丈夫雷吉诺德·F·刘易斯过世
后， 美国倍顺集团任命她为集团主席及
CEO。

据悉， 美国倍顺集团的生意遍及世
界各地，在中国也投资成立了倍顺(中国)
有限公司， 并通过这家公司设立了厦门
倍顺连锁店有限公司。

近年来，倍顺(中国)有限公司已在厦
门、成都、苏州、广州等城市开设了分公
司，目前正在拓展中国地区的业务。

她，一手策划了菲反华示威
洛伊达·刘易斯，美籍菲裔 疑在华有投资 厦门倍顺否认与其相关

中国新闻

厦门倍顺连锁店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倍顺
集团在 2008年已退出国内连锁店市
场， 现在的公司和品牌完全是国内企
业所有。 厦门倍顺与菲律宾裔美国人
没任何关系。

李锋说， 在2008年之前倍顺确属美
资企业。 倍顺在退出连锁店市场时把这
些门店卖给了当地公司， 厦门倍顺与其
他城市的倍顺连锁店共享“倍顺”品牌。

李锋表示， 他理解网民是出于爱国
情绪才呼吁抵制倍顺， 但他希望大家能
够理性爱国，避免对本土企业造成伤害。

■据法制晚报、厦门日报

否
认

厦门倍顺老总：
与菲裔女老板已没任何关系

菲反华示
威现场，警察与
示威者人数不
相上下。

洛伊达·刘易斯

13日下午， 中共广东省第十一届
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全会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书记和副书记。 汪洋当选中共广东省
委书记， 朱小丹和朱明国当选中共广
东省委副书记。 ■据新华社

汪洋当选
广东省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