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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肾排糖》把高血糖全部尿出去———中医糖尿病发现新疗法

全国免费发放通知
糖尿病患者都有这样的感受： 人一旦得上

糖尿病，就会明显感觉夫妻生活质量日益下降，
全身乏困，经常出虚汗。 到后期就会双腿浮肿、
坏疽， 甚至肾脏功能严重衰竭， 最后出现尿毒
症。 到底糖尿病和肾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近日，我国著名老中医、著名药剂学博士生
导师、国家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方
剂学》 及其配套教学参考书的主编段富津老先
生就指出：

“9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肾
功能减退！西药单纯降糖，只会让肝肾功能加速
衰亡。所以，治糖必须先养肾，只有肾好了，命门
火旺了， 才能促使人体自身的血糖代谢机制恢
复正常， 把身体里难以被细胞吸收的血糖全部

尿出去，让患者吃喝不忌口，幸福自然有，彻底
摆脱终生吃药的痛苦。 ”

在段富津教授这一“养肾排糖”的理论基础
上，由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养肾排糖，中
医巧治糖尿病》一书。 通过数十万临床治愈的糖
尿病患者实例，将“养肾排糖”的中医经典疗法与
常规西药降糖进行了严谨客观的对比和分析，并
首次提出“把高血糖全部尿出去”的全新观点，受
到广大糖尿病医务工作者和患者的好评。

为了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体验到“养肾排
糖” 的奇效， 通过中医养生延长糖尿病患者寿
命，《养肾排糖，中医巧治糖尿病》一书现面向全
国免费发放， 本地患者可拨打免费咨询热线
400-018-1116进行领取。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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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宁德市官方28日对外透露，因
涉嫌强奸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原
霞浦县松城街道办事处办公室主任兼综
治办专职副主任游某，已被免职。

8月18日上午，霞浦县警方接到受害
人吴某报案，称其13岁女儿被人强奸，警
方随后锁定犯罪嫌疑人为游某。经审讯，
游某对强奸一事供认不讳。据介绍，游某
事先准备一部坏手机， 到大街上故意让
毫无防备的小女孩撞到自己， 然后借机
将破烂手机丢在路面， 要求小女孩赔偿
一千多元。为了防范小女孩耍赖，游某要
求小女孩拍裸照留存。 小女孩在被拍下
裸照后，即遭遇强暴。 ■据海峡都市报

记者27日从权威部门了解到， 在甘
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
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
为矫治委员会负责。从南京市政府去年11
月8日发布的《关于成立南京市违法行为
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中可以看到，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
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

律师上书：不应将劳教对象一味扩大
近期，“上访妈妈”唐慧事件再次将劳

教制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卫国和
其他九名律师， 日前直接上书公安部、司
法部，以“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事件为
例，指出不应将劳教对象一味扩大。

新华社“中国网事”则提出：唐慧自由
了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句号，其实还有一
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指向的是屡屡引
起巨大争议的“维稳式”劳教。

专家建议：需将劳教的行为分化
长期关注访民问题的于建嵘教授指

出：近年来信访渠道进一步拓宽，但打击
迫害信访群众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因上访被劳教的情况严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

锡锌表示， 未来可以考虑将需要劳教的行
为分化。王锡锌说，整个劳动教养中涉及
到的行为，必须要具体地列举，不能够什
么样的行为都有可能引来劳教，这符合罪
刑法定的要求。对于不同行为所对应的制
裁，有些应该要行政化，有些应该要刑事
化。无论未来怎么改造，在程序上都必须
要体现出这种公开公平公正，如何落实对
公民的这种自由权利、 对人权的尊重保
障，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法制所承诺的一
个重要目标。 ■综合新华社、央广

“8·26”特大交通事故致36人死亡3人
受伤（本报8月27日A05版报道），卧铺大巴
的存废再成焦点。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
相关部门早已出台规定取缔卧铺大巴，但
这种大巴目前仍在市面“悄悄”销售。

【调查】卧铺客车“暗售”
去年12月31日，工信部和公安部联合

发布相关通知， 规定自今年3月1日起，相
关卧铺客车产品暂停生产、销售，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暂停办理卧铺客车注册
登记等。

27日，记者向“中国客车第一品牌”宇
通客车北京办事处咨询某款卧铺客车时，
该办事处人士表示，卧铺大巴仍然可以购
买， 并且和以前一样可以自主选择配置。
而“8·26”特大交通事故中出事的卧铺大
巴，正是宇通客车生产的。

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北京地区，记

者随机拨打了宇通在四川、 山东等地办事
处的电话，销售人员均表示可以购买。而业
内人士透露，不止是宇通，国内很多知名的
客车生产商都还在暗地里销售卧铺客车。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迟亦枫向记
者表示， 卧铺大巴的禁而不止是由于各地
没有具体的执行和监管办法。

【进展】36名遇难者DNA鉴定初检完成
记者28日从延安市政府获悉，截至27

日上午，36名遇难者DNA鉴定初检工作全
部完成， 陕西省公安厅6名专家正在组织
进行二次复检，确保鉴定结果真实、无误。
目前，26名遇难者DNA鉴定结果得到初步
确认。

中国人保财险内蒙古分公司28日决
定，先行向延安“8·26”特别重大交通事故
客车投保单位赔付“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
保险”760万元，于29日到位。

中国·文摘

涉事车型已禁售
多家厂商仍暗销
36名遇难者DNA鉴定初检完成
首批750万元赔付款今日到位

“大客追尾甲醇罐车36人遇难”后续

四城市试点劳教制度改革
“维稳式”劳教屡屡引争议，专家建议进行分化

先碰瓷再勒索拍裸照
福建宁德官员
涉强奸幼女被免职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加
强长途客运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立即对长
途客运进行全面清理，逐车逐线对长途客
车隐患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发现存在安全
隐患的，要立即责令整改；整改不合格的，
一律不得上路运营。

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防止驾驶员疲
劳驾驶。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督促企业合

理安排班次，创造条件积极推行长途客运
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
运输；严格落实驾驶员停车换人、落地休
息制度， 确保驾驶员按照规定时间休息，
避免疲劳驾驶。1000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
必须抓紧建立落实中途休息制度。凡没有
建立中途休息点、不能实现驾驶员落地休
息或接驳运输的线路，要坚决予以停运。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国际金融报

线路超千公里 必须设休息点

借鉴

国外对长途客运管理很严格

延安“8·26”特大车祸后，救援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理。 新华社 图

世界多国制定了严厉措施规范长途客运业， 特别是对司机疲劳驾驶做出
严格规定，有一些长途客运车用卡启动，如果司机驾驶超时，将自动熄火。这些
做法或对我国加强监管有借鉴作用。

美国 接力法 多辆车分段运送

美国的长途客运业十分发达，最典型的长途客运企业就是灰狗大巴公司，
该公司采取中转接力的方式，把旅客一站又一站地运送到目的地。这样首先可
以使驾驶员得到充分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再是短距离重复驾驶可以使司机加
深对自己这一段路况的熟悉程度；三是能及时发现排除车辆安全隐患。

日本 模拟钟法 到休息站必须休息

日本的长途车行驶有个常规，开两个小时左右就要休息20至40分钟，高速
公路沿途的休息站就成了活动场所。司机会在前窗玻璃处立一个模拟钟，到达
休息区，司机也下车休息，下车前，他将指针拨到下次开车的时间。

德国 强制法 每天驾车累计不超8时

德国客车司机每天驾车累计不能超过8小时，连续驾车两小时就必须休息
45分钟。有很多长途车是用卡启动的，一人一卡，严格规范，如果超时，车辆将自
动熄火，必须用另一个司机的卡才能启动，这就大大减少疲劳驾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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