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 月 30
日， 郑知龙在
法庭上。
记者王智芳摄

本报5月30日讯 25个人，12个月制售病
死猪肉51563公斤！5月28日， 安化警方宣布特
大制售病死猪肉团伙案告破， 并已移交检方审
理。目前，警方已锁定涉及湖南、湖北、广东等6
省的25名犯罪嫌疑人，抓获21人。

半夜送肉牵出“黑心肉工厂”
2月21日，有人举报：安化长塘镇永和村肉

制品经营户姚某常半夜送猪肉，可能在收“病死
猪”。次日，安化民警乔装打扮秘密侦查，发现姚
家冷冻库内存放大量冻肉，臭气熏天，屋后有条
件简陋的作坊，有人正在用臭肉制作肉制品。姚
某家确是制售病死猪肉窝点。 民警扮成进货商
再次到姚家秘密侦查。 民警不仅查看了肉制品
制作过程，还发现了大量防腐剂、添加剂。姚某
称，他们制作的肉制品每公斤售价14到28元，不
到正常价格的一半。

2月24日，警方抓获姚某以及在姚家加工肉
制品的叶某、 刘某， 当场收缴病死猪肉5100公
斤、肉制品2900公斤、工业用盐2500公斤及一
批防腐剂、添加剂。据姚某等人供述，去年10月
至今年2月，他们制作病死猪肉制品5万余公斤，
销售至长沙、西安等地，销售金额近200万元。病
死猪肉主要来源于桃江县武潭镇的龚某。

问题肉主销长沙高桥马王堆
3月7日，安化、桃江公安联手，抓获龚某及其

帮手詹某，查封冷冻库1座，查封病死猪肉5800公
斤。当日，省公安厅将此案作为专案督办。

追查账本发现， 问题肉制品主要销往长沙
马王堆、高桥市场和陕西西安。专案组民警分两
组，奔赴长沙、西安，跨省追捕病死猪肉制品销
售者16人，捣毁销售窝点18处。

■通讯员 刘奕芸 姚榕军 记者 陈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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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0日讯 今年69岁的郑知
龙已经满头白发，谁也不会想到，这名白
发苍苍的老人， 会亲手杀害共同生活了
47年之久的老伴。而杀人的动机仅是听
说年过花甲的妻子和自己的堂兄关系暧
昧。今天，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
期徒刑15年。

2011年4月8日， 长沙市岳麓区杏
林小区的一个杂物间，一个老妇人被人
掐死。让人震惊的是，凶手竟是其丈夫
郑知龙。

法庭上，郑知龙交代，他掐住了熟
睡中的妻子雷英英的脖子长达22分钟。
“怕她不死，我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白色纤
维绳往她脖子上缠绕一圈并用力勒紧打
结。”勒完后，他害怕妻子又活过来，于是
又用拳头用力朝妻子胸部打击， 然后逃
离现场。

结婚都这么多年， 儿女都已成家立
业，郑知龙为什么要对妻子痛下杀手？

“我听说她和我堂哥好，我恨，我恨
得要命。”法院内，说起妻子郑知龙
仍旧充满怨恨。22岁时郑知龙与妻
子结婚，起初夫妻感情甚好，随着子
女慢慢长大成人， 郑知龙夫妻的感
情却出了问题。从1993年起，郑知龙
时常听到村里的一些闲言闲语，说
妻子和堂兄之间关系不一般。

“他们不承认也没用，” 此后，
郑知龙逮着理由就打骂妻子。儿子
看不过，将母亲接至其位于长沙岳
麓区的家中居住，让郑知龙居住在
老家桂阳县。但这并没有减少郑知
龙对妻子的怨恨，他萌发了杀死老
伴的念头。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胡淋伟
实习生 戴罗鑫 刘华婷

制售10万斤“毒猪肉”
主要销往长沙两市场
安化警方扮买家破大案，21人已落网

47年的老伴
他掐了22分钟

四大招识别病死猪肉
专家介绍，购买猪肉时，一定要注意猪肉身上是否有

蓝色的检验检疫章。要识别病死猪肉有四大绝招。

病死猪肉表皮上常有紫色出血斑点，
也有的会出现红色或黄色隆起疹块。【看表皮】

变质猪肉不论在肉的表层还是深层
均有血腥味、腐臭味及其它异味。

【闻气味】

变质猪肉用指头按压后凹陷，不能复原。【看弹性】

病死猪肉的脂肪呈红色、 黄色或绿色
等异常色泽。【看脂肪】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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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