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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合肥最牛官车奥迪A8一路鸣笛直奔夜
总会”的网帖引起舆论关注。8月26日，安徽省交警总队
官方微博发布调查结果称， 被指“最牛官车” 的“皖O�
00852”配置于武警安徽省总队后勤部的一辆奥迪A6轿
车，事发时该车和车牌均在武警总队车库，事发当晚涉
事的奥迪A8车悬挂的“皖O�00852”车牌为假牌,目前已
经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同时公布的还有涉案的车牌照片
以及号牌生产企业的鉴定证明，鉴定证明称，奥迪A8悬
挂的号牌非该厂生产。

安徽省交警总队称，当晚悬挂“皖O�00852”号假车
牌直奔夜总会的奥迪A8车主为深圳人巫佩林，供职于安
徽中汇木业有限公司，该车尚未入户。该车的驾驶员刘
亮亮通过街头小广告定做了此副假牌，并花2000元安装
了警报器。公安机关已于8月25日按照使用伪造、变造机
动车号牌对刘亮亮处以拘留15天、罚款5000元，驾驶证
记12分的处罚。

当晚和奥迪A8一起到夜总会的两辆别克车“皖K�
90001”、“皖K�9J098”， 警方则未有提及， 据了解，“皖
K9”为安徽阜阳市太和县的号牌段。有网民称，太和的
“0001”车牌，可能为政府用车。

25日，网友“tonghuashijie”发帖称，七夕晚
上在马鞍山看到了两台豪车，其中一辆车牌号为
皖F9000的淮北警车， 车型为英菲尼迪G37，另
一台则为丰田霸道。对此，有网友表示，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公务用车不得超过18万，如果此车
真的是警车，则涉嫌违规。27日下午，安徽省淮
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微博@淮北公安交警在线
发微博解释，称此台英菲尼迪系涉案车辆，经法
院判决后由市政府调拨给淮北市公安局使用。

两台警车身价均超40万?
据发帖网友介绍，七夕当晚，自己在马鞍山

的新一城附近， 看到了两台悬挂警车牌照的豪
车， 其中一辆是英菲尼迪， 还有一辆是丰田霸
道， 车牌号码分别为： 皖F9000警和皖D9000
警，按照安徽省车牌顺序，F是淮北、D是淮南。

根据今年最新的公务用车执行标准， 一般
公务用车的价格必须控制在18万元以内。 而目
前市场上丰田霸道和英菲尼迪的报价均在40
万以上。对此，有网友调侃：不会是套牌车或者
临时工开的吧?

淮北警方：此车系涉案车
27日上午，该帖子经网友在微博上传后，引

起了网友和安徽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 下午2
点，淮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官方微博回应：该车
系涉案车辆， 经法院判决后由市政府调拨给公
安局使用。

截至记者发稿时， 淮南公安暂未对皖
D9000警的丰田霸道作出任何解释。

■华声在线记者 李昆励

安徽 车

“豪车”警车？
涉案处理车！

“最牛”官车？
违规套牌车！

2011 年，央视报道一治成名
--“怪病男”失眠十年终入睡

对很多失眠者来说，入睡难是个大问题，躺在床上
烙烙饼，无论换什么姿势都睡不着，数羊，越数越精神。
2011�年，央视科报道邵佩治失眠故事，邵氏中医一治成
名！

北京 37�岁富商朴某，12�年失眠，吃什么都不香，前
后 10�年在北京上海各大医院救治都没结果。 安眠药，
第一天吃一片管点用，第二天就得两片三片往上加。

所有医院对他检查、化验、B�超、CT、核磁共振，都
没查到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顽固失眠？ 谁也说不
清！ 邵佩得知此事，她断定，朴某 10�多年失眠，足以说
明他大脑缺血。 她用两付茸血古方，第一副用药 30�天，
快速增强血能量，弥补他 12�年来因失眠造成的“缺血”
现象， 朴某发现指甲由淡白变红润， 头晕目眩症状消
除，白天人变得精神，晚上睡眠有了好转。 第二副药下
去，他不通过任何安眠药，30�分钟自然入睡，能睡 6～7�
个小时，惊呆所有专家。

260 年秘方，国家重点保护
-- 乾隆御用，邵氏祖传清宫古方

邵佩事件被央视报道， 她这两付茸血古方一下出
名。 很多人问中药治失眠，还有如此厉害的药方？ 邵氏
茸血古方到底什么来头？

《清稗类钞》记载：茸血古方是清代名医邵元玉，邵
氏中医创始人 1752�年所创，乾隆失眠、头痛就是两付
茸血古方治好。 邵佩介绍：茸血是一种奇特中药，是未

长成的梅花鹿嫩角渗出的血液， 量不多， 是一种“骨
血”，对人体极为珍贵。

当年央视报道后，北大潘永兵教授用现代尖端科技
“色谱查样”离子分析，发现茸血作为“骨血”，独含一种
“血液生化酶”，经邵氏秘制后，人服用 30�天内，血能量
提升 60%，对心脏病、脑缺血，失眠疗效非凡！ 如今国家
将它批准为国药，命名为茸血安神。

“断梦治病”如有神助
-- 治失眠，还治多梦

很多失眠人爱做梦，做梦能治吗？ 山东济南有位女
患者 56�岁，总做梦，梦到水，被追杀，连夜做，有时候今
天做的梦，吓醒了，明天还能接上，像电视剧一样，经常
半夜惊醒，很多大医院看过，心理医生找过，都治不好，
去年她找到邵佩。

邵佩说：梦是五脏附体，跟疾病有关。 中医讲：梦是
“虚火扰头”，就是气能上来，但血不足！ 前面这位患者
总梦到水，被追杀，是肾虚、肾缺血信号。 提高血能量，
问题都能解决。 邵佩拿 2�副茸血古方，患者吃完，果然
不做梦，睡眠质量非常高，一觉到天亮，醒来一身舒坦。

还有人问压力大，大悲大喜导致失眠能治吗？ 邵佩
说，肝主怒，心主喜，脾主思，肺主忧，肾主恐，五脏与情
志有关，只要身体血足，五脏得养，人的情志、心情都会
好转。

名医斗法：心病不用心药医
-- 生血治失眠，治好心脏病

俗话说，治失眠不治心，等于扔黄金！可见治失眠中

药， 必定能改善心
脏功能。 反过来，治
心脏病， 不保证睡
眠， 心脏病也难治
好。

长春有位患者
刘世民，50�多岁，冠
心病 20�年，用药无
数治不好，心慌、心
律不齐，怕响动，晚

上睡觉一有动静就醒， 听不得一点声响。 久而久之失
眠。 2011�年邵佩给他看病，说：睡不好觉，影响造血，你
身体缺血，心脏也缺血，如此一来，心脏病能治好吗？ 事
后，老刘吃了三副茸血方，身体血足了，血流快了，原来
堵塞的冠状动脉也通了，心肌细胞也活了，大脑不缺血
了，睡觉也不怕响动，入睡也不难了。

眩晕、脑鸣、脑供血不足
-- 别人治不好，我只需治一次！

邵佩讲：失眠和有些病是一对 " 冤家 "，一个不好，
两个谁也好不了！ 像失眠、心脏病、脑供血就是一个相
互影响的三角关系，只要身体不缺血，三个问题都能全
部解决。

很多眩晕脑鸣患者说， 自己的病怎么也治不好，而
邵佩只用两付药，治一次就好！ 有一位老中医姓胡，眩
晕脑鸣多年，却治不好自己的病。 邵佩跟他讲：眩晕脑
鸣就是脑缺血，供血不足，你为什么头痛，痛则不通，你

用茸血古方，两副治好，三副养全身。 老先生用了后，发
现折腾十多年的毛病，一次就好，脑袋不嗡嗡响了，走
路稳稳当当。

中药治病也讲个“快”字！
-- 一副见效，副副出奇效

茸血古方治失眠，治心脏病、治脑供血不足，安全、
有效，疗效还快！ 吃一盒，心脏、大脑供血得到保障，睡
眠中枢神经得到滋养，很多患者发现，吃完两副就能睡
5、6�个小时好觉。从中医角度讲，人以血为本，生活中很
多人补血，补锌、补铁，其实都不如直接吃茸血方，补充

“血液生化酶”，吃两副，眩晕脑鸣、失眠多梦、心脏病等
都能治好。

在全国各种祖传秘方中，邵氏血方是少有通过正规
医院临床验证药方，一副不失眠，两副睡香甜，三幅改
善多种失眠综合症，具体表现为：

第一副药，提高血液水平。心脑供血改善。患者感觉
头晕耳鸣，乏力消失，人有精神，有力气，面色红润。

第二副药，大脑供血足，睡得香。大脑、五脏供血足，
神经滋养，不做梦，基本一夜睡到天亮。

第三副药，睡眠质量高睡眠综合症消除，体质增强。
患者不易醒，不做梦，心血管畅通，胸口憋闷、眩晕头
痛、脑鸣、心慌消失，醒后舒坦，血压平稳，全身血气水
品提高，人面色红润。 老年人明显感觉体质增强，有的
人白发变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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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中医提出：夜间 11�点 - 凌晨 3�点睡眠期是人
体造血时候，一旦错过就得等到第二天，长期失眠，身
体缺血，治失眠必须解决脑缺血。 邵佩说：人由于精神
压力，不良生活习惯，偶尔几次失眠，不算失眠，只是会
影响身体造血,当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睡眠中枢神经
功能紊乱，人持续出现难以入睡，睡觉怕动静，易醒，多
梦,才叫失眠。

现代医学认为，失眠原因很多，有的是精神压力大，
有的是疾病引起， 每个人不一样， 很难用统一药物治
疗，很多医生给失眠者吃安眠药，而邵佩与他们格格不
入：治失眠，少吃安眠药，解决缺血更重要，大脑不缺
血，睡眠中枢神经得到滋养，人就自然睡得好。

而据央视媒体披露， 近几年安眠药恶性事件频发：
济南一位 57�岁老人，吃安眠药一睡不起。 福州一位大

姐，常年吃安眠药，产生眩晕、恶心、呕吐，至今 10�年吃
什么不香，精神恍惚！ 北京朝阳医院专家也说：安眠药
表面让你睡着，实际人处于浅睡状态影响造血，导致身
体机能下降；常年服用，毒害肝肾，神经，造成老年痴
呆、中风，等于慢性自杀！

安眠药千万不能乱吃了
-- 中医奇女子邵佩，质疑常规方法为何治不好失眠？

邵氏血方两副睡得香
--脑供血足了，眩晕、脑鸣、心脏病好了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温馨提示
凡是购买这剂茸血古方 3�疗程，效

果不满意，厂家承诺将为你免费治疗，直
至康复。

400-705-2677
0731-82551677

邵佩，邵氏中医第 9�代传人，著名中医大师，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主任， 她的一副邵氏血方治失眠、
心脏病，眩晕头痛全国有名。

另一辆皖F9000英菲尼迪警车。

网友拍摄到的皖D9000警车。

8月20日，有网友爆料称，19日晚9时左右，合肥街头
一辆奥迪A8挂皖O00852车牌，在长江路鸣着警笛，驱赶
着过路车辆和行人，一路横冲直撞来到省委附近，与两
辆牌照号为皖K90001和皖K9J098的轿车会合，用警笛开
道，一路驶到元一希尔顿的夜总会，网友还发布了多张
图片。此事被网民戏称为“夜总会告急”，“皖O�00852”由
此被称为“最牛官车”。 ■华声在线综合

官车开道赴夜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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