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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老慢支多年，渐渐成了肺气肿，受了
十几年折磨， 后来喘得越来越厉害， 呼吸不
畅，肺功能很差……一年前开始抗纤维化，头
一个月睡觉踏实， 慢慢的胸闷感减轻， 气顺
了，咳嗽少了，喘也消失了，痰由黄转白、由多
变少，CT 复查显示肺部纹理恢复正常， 呼吸
顺畅，多年老肺病终于断根了。

肺病断根 必须抗纤维化

老慢支、哮喘、肺气肿、慢阻肺、间质性肺
炎、肺心病为什么反复发作？

患者一直用药， 为什么还是从老慢支发
展成肺气肿，肺气肿发展成肺心病？

这是因为肺部疾病主要有两个病理改
变，一个是炎症，仅出现在急性期，一般用抗
生素治疗即可； 而另一个病理改变即“纤维
化”，才是引起咳喘憋、导致呼吸衰竭的根源。
由于反复炎症感染、损伤，致使正常肺组织反
复修复，形成瘢痕性增生，即肺纤维化，直接
影响肺通气功能。临床一般用解痉、扩张支气
管或激素等方法治疗，虽缓解症状，但对已形
成的纤维化没有作用，反而加重纤维化进程。

中国抗纤维化专家和美国医学博士成功
提取逆转纤维化的关键物质“CFX 复方”，对
TGF-β 分泌具有强烈抑制作用， 能有效逆
转纤维化，被国际医学界誉为肺病的“天敌”。
临床证实： 三年以上的肺病患者抗纤维化
1-3 个阶段后，咳喘憋症状消除，肺功能恢复
良好，呼吸跟正常人无异。

抗纤维化 患者愈后评说

湘雅医院放射科肖老教授， 十几年老慢
支没注意拖成肺气肿，走路就出气不赢；刚看
到纤维化可以逆转时，不太相信，后来经过和
抗纤维化专家深入的交流，觉得科学在发展，

抗纤维化治疗很有道理， 于是就想亲身体验
一下。 经过半年治疗，现在走起路来，呼吸通
畅、 底气十足，还可以到北京旅游。 看着 CT
片报告：肺部纤维化阴影大多消失，肺功能检
测正常，他感慨地说：“抗纤维化效果确实好，
各大医院能给病人用上就好哒。 ”

长沙的罗琼女士患间质性肺炎、支扩，发
病时不停咳嗽，上楼上坡时气喘、呼吸困难，
总感觉浑身无力， 经各大医院治疗， 均无好
转。 后接受抗纤维化治疗， 四个月后呼吸通
畅，不再咳嗽，半年后 CT复查，钙化点明显减
少，肺纹理清晰，最关健是半年多没再感冒！

抗纤维化专家为您现场解疑

为帮助肺病患者找准病因，从 5 月 22 日
至 29 日由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成员、协和专
家组现场为患者咨询解疑， 通过抗纤维化新
方法见证肺病康复全过程, 还在为疾病困扰
的患者请赶紧报名预约！

■科研链接：
中国抗纤维化专家和美国医学博士及其

科研团队，在长期研究中发现：组织器官之所
以发生纤维化， 受到一种细胞转化生长因子
TGF-β 的控制。当其分泌增多时。人体内的
成纤维细胞含量会显著增多， 导致器官发生
纤维化病变；当其分泌稳定时，纤维细胞与成
纤维细胞保持平衡。这表明，只要能够调控这
种细胞因子的分泌，就能阻止和逆转纤维化。
科研团队从冬虫夏草等名贵中药中， 成功提
取出“CFX 复方”，它对 TGF-β 分泌具有强
烈抑制作用，能有效逆转纤维化，从根本上阻
止纤维化病变的再次发生。

六种老肺病 可治好

免费预约电话：0731-82283283
400-046-5551

7年前，湖南宁远人何林清和何寿成
因教训勒索者聂发忠致其死亡， 被判有
期徒刑15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年春
节，何家亲属却意外得知“死者”聂发忠
还活着（本报5月24日A17版报道）。此事
经媒体曝光后，引发广泛关注。由于此案
疑点重重， 广东省惠州市民警目前已抵
达宁远进行调查。

【探访】
第一个包工头和“杀人犯”

5月23日，记者赶赴宁远县中和镇永
乐塘村。1992年，何寿成就是从这里走出
大山的，那一年他34岁。经过十多年的打
拼， 何寿成成为这个村子里的第一个建
筑包工头。“（判刑前）在他手下有三四十
个工人，大部分是本村和邻村的，也有外
地人， 主要在广东给人做建筑水泥板生
意。”村里的会计说。2005年的春节，何寿
成没有回老家， 他和同乡何林清在惠州
同时被判入狱15年。

记者在村里了解到， 何寿成已出嫁
的女儿何春花如今还在惠州打工。 在那
次斗殴事件后， 何寿成的妻子将家中的
拖拉机、搅拌机等等统统变卖，从此消失
不见。这么多年来，连何春花都不知道如
何联系自己的母亲。

“人没死，可家已经破了。”村干部惋
惜何寿成道， 永乐塘村这几十年最多只
出过小偷小摸的人，“包工头他是第一
个，杀人犯他也是第一个”。

【幕后】
亲属调查被警告“勿插手”

而在临近的何家山村， 是与何寿成
一起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的何林清的家
乡。 如今何林清的老婆胡国珍仍然在龙
溪支撑丈夫的生意， 虽然要抚养两个孩
子，但一家人生活还是有了着落。

何林清的妻子胡国珍在今年4月23
日提交的一份《刑事申诉报告》中，表示
不服惠州市中院做出的（2006）惠中法刑
一字第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要求
撤销这份《判决书》。

5月23日， 何寿成的弟弟向记者透
露，由于在监狱里表现很好，何寿成、何
林清均获得减刑， 最快有望于今年下半
年或者明年获得假释。

另据何寿成的姐夫介绍， 早在此案
判决之时，他就怀疑此案是冤案，当年就
开始调查聂发忠的下落，发现众多疑点，
并且非常复杂， 期间曾有人警告他勿插
手此案。

■综合广州日报、羊城晚报

拘捕关押人大代表要依法

5月23日，潢川县人大紧急召开县人
大常委会，以0票赞成、17票反对、1票弃权
的结果， 否决了商丘市公安局提请刑拘
李万均的报告。

针对县人大代表不经人大履行有关
程序就被抓捕、关押一事，记者分别采访
了信阳市人大选工委和潢川县人大办公
室的相关负责人。

信阳市人大选工委综合科科长李俊
表示， 在潢川县人大常委会没有罢免李
万均的人大代表身份之前， 公安部门通
缉、拘捕关押李万均的行为显然违法。

■据大河报

依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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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

李万均是潢川县人，河南聚龙劳务有
限公司员工，今年2月当选县人大代表。

“我被关进看守所3天3夜，受尽了屈
辱。”李万均说，4月30日，他去潢川县临近
的商城县出差，当晚入住宾馆时被警方控
制，并关进了商城看守所，理由是商丘警
方下了通缉令，他涉嫌合同诈骗。

潢川县人大得知此事后，于5月2日发
函至商丘市人大和商丘市公安局。5月3
日， 商丘市公安局派员提请潢川县人大，
要求刑拘李万均，被拒绝。当晚，李万均获
释。6天后，商丘警方再次发函提请。

“出来后，我曾多次给商丘市公安局
办案人员打电话， 要求其撤销通缉令，均
遭到拒绝。”李万均说。

“事情源于一起经济纠纷。” 李万均
说。2010年， 聚龙公司起诉河南广宇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广宇公司)和河南应天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应天公司)，要求
支付拖欠的劳务工程款221.2738万元，加
上逾期付款利息、 误工损失等， 共计
270.0738万元。2010年12月23日， 聚龙公
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李万均作为代理
人出庭应诉。

商丘市中院一审、省高院终审，都判
令应天公司支付聚龙公司劳务工程款
221.2738万元及利息。

依法讨薪被拘？

两人均获减刑，下半年或可出狱

当年就怀疑是冤案
家属称遭警告“勿插手”

涉嫌合同诈骗？受所在公司委托，河南省信阳市潢川
县人大代表李万均代理公司起诉开发商
和建筑商，为100多名农民工讨要200多万
元工程款。在两级法院判决胜诉后，李万
均近日却遭到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网上
通缉并被公安机关羁押。随后，李万均发
帖控诉商丘市公安局违法插手经济纠纷，
称自己是“史上最悲摧人大代表”。

5月23日，此事有了最新进展。潢川县
人大当日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商讨李万均
被商丘市警方拘捕一事。通过票决，常委
会否决了商丘市警方关于中止或取消李
人大代表资格的请求，并明确表态：商丘
市警方上网通缉、逮捕人大代表的行为程
序违法。 为民工讨薪胜诉

人大代表遭拘捕
河南商丘警方：他涉嫌合同诈骗
潢川回应：逮捕人大代表程序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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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商丘警方认为李万均涉
嫌合同诈骗？

商丘警方的证据，一是广宇公司与聚
龙公司合同加盖的公章系聚龙公司私自
刻制，二是广宇公司人员柳学成、刘大立
出具了虚假欠条。据悉，这些证据在审理
过程中法院没有采信。

5月15日，平安商丘官方微博发布关
于对李万均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的情况说
明： 商丘警方根据对举报线索的初查情
况，商请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2011
年9月29日对李万均涉嫌合同诈骗立案
侦查。现已查明：李万均所说的华商世贸
裙楼工程款 (含劳务费)发包方已全部支
付，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经司法
鉴定，华商世贸裙楼工程总造价587万多
元，其中农民工工资80多万元，李万均伙
同他人利用伪造的“技术资料专用章”(仅
做此用)签订虚假合同主张341.6万元。

“此案件程序合法，主要事实清楚，案
件正在侦办中。”商丘警方在微博中说道。

5月22日下午，记者联系商丘市公安
局宣传部门，被告知：此案案情与平安商
丘官方微博介绍的基本一致，案件正在办
理中。

回应

“坐牢坐到第八年，‘被打死者’还活着”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