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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热线:
砍掉中间环节·厂家直销·质量保证·全省范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731-82662851
400-188-5066

体验地址：东塘星城(养天和)大药房、五一路平和堂大药房、衡阳: 国大药房(解放路附二医院旁)

不吃药、不节食、不费力，摇动 5 分钟 = 仰卧起坐 500 次，跑步 10000 米

每天 5 分钟
“睡”掉大肚腩

风靡欧美、席卷日韩的 T8 懒人运动机，不吃药、不节食、
不费力，一边听爱听的音乐、看爱看的电视，一边腹部做运动，
背部做按摩，无论啤酒肚、麻将肚、产后肚、泳圈肚，每天 10 分
钟，大肚腩统统都减掉，秀出好身材。

●人体工学—专减大肚腩
腹部是人体脂肪最易堆积的

部位，女人的小肚子、男人的“啤
酒肚”最难减，“T8懒人运动机”
根据人体工学和收腹运动原理，
让头、肩和背的上半部只在离地
30-60度区间活动，使运动完全
依靠腹部力量，专减腰、腹赘肉，
同时带动臀、腿、胳膊运动，全身
减肥效果最好。
●自动弹力—轻松不费劲

“T8懒人运动机”配有自动
弹力装置，被动锻炼、轻松不费
力，摇摆 5分钟，相当于做仰卧起
坐 500次，长跑 10000米，再也不
怕运动难以坚持，你可以听着音
乐，看着爱看的电视，享受惬意的
瘦身生活。
●29种瘦身方式—想瘦哪瘦哪

“T8懒人运动机”29种瘦身
方式，腹、腰、臀、腿、胳膊等想瘦
哪里瘦哪里。 同时，背胶靠垫滚
动按摩颈椎、腰椎，打通背部经
络，消除颈椎病、腰椎病等脊柱疾
病，特别适合久坐的老总、办公室
人员、中老年人。

●抗压耐腐蚀材料享用 30年
“T8懒人运动机”全身采用

碳纤维和优质钢材打造而成，轻
巧方便、经久耐用，整机寿命可达
30年以上，不用水、不用电，平均
每天几分钟，拥有健康好身姿！
●时尚外形，简单方便

T8懒人运动机采用领先的
流线型设计，美观大气，方便携
带，并且经人体工学及机械结构
设计，不需技巧、体验快、轻松上
手。 不用电，不用能源，只耗脂
肪，让你不受地形地物限制，卧
室、客厅、办公室随时随地都能成
为你的专属健身房，让你变身减
肥潮人、健康达人。
真省力 5分钟，肚子火辣辣

坐在“T8懒人运动机”上，自
己也能连续轻松地做几百个仰卧
起坐。 5分钟，肚子就有火辣辣的
感觉，能明显感觉到脂肪的燃烧
和水分的排出,每使用一次都会
发现自己在变瘦！
真瘦了 半个月，裤子肥了一大圈

才半个月，裤子肥了整整一
大圈，上秤称，5 斤、10 斤、20 斤？

你的惊叫， 检验你平时的收腹运
动量，只要你不偷懒，每天看着体
重秤指针往下跳。 一个月后，对
着镜子照。 苗条的女人更性感、
男人更潇洒！
不反弹 大象腿、水桶腰不见了

连续使用 60天，你会惊喜地
发现,以前令人讨厌的小肚腩、大
象腿、水桶腰统统不见了， 运
动减肥健康安全、不反弹。

当下最火的懒人减肥运动

没有吃药的风险，没有运动
的艰难，可以一边听着爱听的音
乐、看着爱看的电视，轻松摇出
好身材！为了让我市市民体验到
“T8 懒人运动机”的惊喜效果！
限量 300台特价销售， 快速打
进电话，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

●原价 498 元， 前 100 名电话订
购可享受直降 100元的优惠！
●活动截止 5 月 31 日(最后 3 天)

家庭普及优惠活动

新型仪器洗鼻子 10个鼻炎 10个好

首都医科大学的王彬教授，从小尝尽了
鼻炎的苦头，用尽办法也不能根治。 2006年
去印度考察学习，他发现当地居民用一种特
制的水壶冲洗鼻子， 对鼻炎的治疗尤为明
显。 王彬试用了一次，不到 3分钟，就有一滩
脓流出，鼻子立马通了气，呼吸顺畅很多，之
后他每天都会用一两次， 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印度短短 1个月时间，折磨了这么多年的
鼻炎竟然好了，回国后也一直没犯过！

这让他找到了希望，并联合中国医科大
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几十名专家教授发起进
一步研制。

2009年 4月， 新一代洗鼻治疗器--华
洋之宝问世。 它运用其独特的负压环流技
术，将药液从左鼻孔进入鼻腔内的每一个角
落，很多人第一次用会有黄绿色鼻涕、脓块
甚至鼻息肉流出，顿时清爽很多，坚持每天
使用两次，一个月左右症状会基本消失。 排
毒的同时可修复鼻粘膜，全面消除急慢性鼻
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顽固鼻炎，尤其对
长期从事煤矿、装修、环卫等工作,易吸入粉
尘或有害气体人群的鼻腔清理、鼻炎预防及
治疗更有突出效果，治好就不复发。

2010 年华洋之宝获得了尤里卡世界发
明博览会金奖，在上海世博会获得最佳创造

奖，现已出口 60多个国家，并获美国制药研
究及制造协会最高奖项。 在国内，北京、上海
等各大城市医院纷纷将其作为治鼻炎首推
产品， 创造了临床治愈率 96.48%的医学奇
迹。

美国制药研究协会采访王彬时曾问及
华洋之宝创意及独特之处，王彬说，“华洋之
宝”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花最少的钱，做最
安全有效的治疗。 患者只需一台华洋之宝，
用配备的特制洗鼻药液冲洗鼻腔就可轻松
治疗，真正的不花冤枉钱，安全零负担治疗！

华洋之宝鼻炎治疗仪德国参展获奖后，
中国专利局授予华洋之宝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ZL982331188)，并获国家药监局审批上
市，目前已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我省推广
月期间洗鼻治疗器免费赠送（活动截止 6月
2日）。 患者可拨打 0731-82662063咨询订购
或到东塘星城(养天和)大药房、五一路平和
堂大药房、衡阳: 国大药房(解放路附二医院
旁)专柜登记领取!

由于此次免费发放疗效验证活动数量
有限，时间较短(仅限 5天)，还望广大鼻炎患
者抓紧时间领取，赠完为止，绝不多赠；谢谢
您的合作！绝对真实可靠！如与承诺不符，愿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洗鼻液自理）

★专利华洋之宝洗鼻治疗仪★

现代医学证实，鼻腔粘膜免疫屏障破坏是造成鼻炎的根本
原因。而鼻腔内部、鼻粘膜的构造极其复杂，一般药物无法深入
鼻腔内部，对鼻粘膜的修复无能为力，导致鼻炎久治不愈。很多
人的鼻炎都是治了再治，越治越严重，有些人忍受不了鼻炎痛
苦，不得不花上几千元进行手术。但术后一年半载，鼻炎还会再
次复发，由此引发的后遗症更给患者带来了新的或更大痛苦。

现在，您再也不用为鼻炎难治而发愁，马上使用华洋之宝
洗鼻治疗仪冲洗鼻腔，不开刀，不手术，不吃药，只需简单冲洗，
2分钟后您的鼻炎症状就会消失， 简简单单就能把多年的鼻炎
彻底根除，不用再忍受鼻炎的痛苦！

我省免费发放

服毒，一大瓶敌敌畏所剩无几

4月28日6点20分， 陈磊走进办公室。
办公室的窗帘紧闭着。 他发现趴在电脑桌
下的赵鹏：两腿绷直，脚尖紧绷着，一只手
压在腹下，一只手像是去取什么东西，姿势
看起来很不舒服。“鹏哥，喝多了？”陈磊拍
了拍他的肩膀，赵鹏的身体已经凉了。

一个敌敌畏的空瓶放在小桌子上，350
毫升的敌敌畏只剩下瓶底黏黏的一层。“坏
了， 鹏哥喝农药了。”120赶到已来不及，赵
鹏服毒量太大、时间太长，抢救无效。

赵鹏的上衣挂在一旁，从内兜里，老师
们发现了赵鹏的遗书。这一天，距赵鹏30岁
的生日还有18天。

工资，“1450元，少了500元”
4月27日，这一天工资到账、可能还要

发福利。此前有传言说，27日，县领导要到
学校看望高三年级的班主任。

去年，作为“辛苦费”，每个班主任发了
一辆电动车；今年，传言每人要发一台笔记

本电脑。对这一天，老师们都很期待。
赵鹏也很在意。但这一天，县领导没有

来。下午6点左右，赵鹏收到工资提醒短信，
4月份的工资到账。“1450元， 少了500块
钱。”赵鹏将工资短信拿给陈磊看。

3月份， 赵鹏的收入除了基本工资
1450元外， 还有500元交通补助， 共1950
元。 其实，500元补助是来自河北省的一项
短暂的补助政策，只执行了一个月。

晚上10点40分左右，查完宿舍后，赵鹏
没有回家，而是独自回到办公室，关掉灯，
拉上窗帘，将一整瓶农药全部喝完。

警方调查，4月27日下午6点半左右，赵
鹏在学校西侧两三百米外的农资店购买了
农药。陈磊猜测，赵鹏购买农药应是在收到
工资短信之后。

生活，每天都过得很“格式化”
馆陶县一中是馆陶县唯一的一所高

中，实行封闭式管理。冬天，早上6点10分上
操。赵鹏有时脸不洗就往学校走，6点之前，
赶到办公室签到， 再到操场与学生一起跑

操。包括早晚自习，每天13堂课，上到晚上
10点左右， 班主任要到宿舍确认所有学生
都在，等学生上床熄灯后，再回家休息。

据一位老师介绍， 高中阶段各种模拟
考试、会考、月考、周考、小测验要有100多
场。到了高三，所有的科目都有周练，月考更
是雷打不动。每个月，学生放假休息一天，而
这一天，老师们要把月考的试卷判完。暑假寒
假按规定不允许补课， 但补课已成为惯例。
补课时，班主任要比平时上课更累。

赵鹏的家庭，生活一直很艰难。2006年
大学毕业时，赵鹏欠学校3年学费， 找亲戚
借了2.7万元才拿到毕业证。2008年， 赵鹏
结婚。 妻子马婷婷是馆陶人民医院放射科
护士，非正式员工，每月基本工资308元，再
加60元补贴。2010年底，儿子出生，经济负
担随之加重。2011年，新房交付，首付加装
修， 又借了7万元， 每月要还房贷630元左
右，孩子奶粉需要五六百元，每月固定消费
上千元。此外，家里还有13万元的债务。出
事前，赵鹏还在为评中级职称而努力，发表
文章又要花钱。 ■据新京报

高三班主任在办公室服毒自杀
事发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遗书称“工资月光，活着太累”

“活着实在太累了， 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
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我决定以
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 我并不恨这个地方，毕
竟是我自己选择来到了这里。现在唯一放不下
的就是我儿子以后怎么活，仅希望学校能帮我
照顾一下他们母子。赵鹏2012年4月27日晚。”

朋友在网上为赵鹏建起了纪念堂，他曾经
和现在的学生也在网上发文纪念他。 高考临
近，赵鹏所带的班级即将走上考场，学生放假
时在网上留言表示，会竭力考出水平，告慰班
主任。一名同学说：“赵老师：前几天欠的作业
我已经做完，等着你的批阅，我错了。”遗书 怀念

赵鹏父亲把去年暑假一家人拍的大头
贴合影从黑龙江绥化老家带到馆陶。

4月28日，距高考还有38天。早上6点10分，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校园里像往常一样响起整齐
的早操口号声。然而，这一天并不平静。或许是因为生活、工作、经济等压力，高三年级A4班班主
任赵鹏4月27日晚在办公室服毒自杀。这一天，他刚收到4月份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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