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王慧 图编/刘丰 美编/刘铮铮 校对/苏莹A22中国·重点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发 行 热 线 、 投 诉 ：0731-84316668 、84315678、84329777 ��� 广 告 热 线 ：0731-84329988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芙 蓉 中 路 一 段 440 号 邮 编 ：410005

送! 赠
品
图

买 3赠1

吃海鲜 喝啤酒 向痛风叫板

三个月拔除痛风石

因长期的工作应酬， 过量地饮
酒和过多地进食海产品， 使老刘
患严重的痛风病已十多年。 指关
节肿胀，足背红肿，关节表面呈核
桃壳样增生不平， 皮下隐现多个
乳白色硬结节。 双下肢踝关节、手

指、 肾脏都有结石， 通风经常发
作。 为此四处求医问药，但是效果
都不理想。 2008 年 11 月，他从报
纸上看到东塘楚明堂在售的专治
痛风病的凝胶型产品【霍氏痛风
灵】，反复考虑后决定试一试。 使
用一个疗程后，奇迹出现了，血尿
酸降到了 320umoi/L， 痛风康复
了，随后又巩固了一个疗程，现在
出去应酬喝啤酒、吃海鲜、动物内
脏等也不成问题了， 至今没有复
发。 用刘先生的话说“霍氏痛风灵
对我的病症进行了革新性的改
变，它简直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

霍氏痛风灵药效迅猛， 针对
痛风有立竿见影的奇效。 经全国
各地数十万例患者临床证明痛风
灵治疗痛风：最快只要几分钟，剧
烈疼痛瞬间消退，同时，血液里的
尿酸大量减少，尿液越来越干净。
不到一周， 血液变回到完全正常
的碱性。 更有临床使用中的大痛
风石患者， 由于手脚上的“大石
头”一圈一圈缩小过快，本来红肿
发亮的表皮竟然生出好几道褶
皱。2—3个月全面拔除痛风石，真
正做到纠正嘌呤代谢紊乱， 使康
复痛风成为事实！

由贵州苗仁堂引进的上
海中医药大学最新专利技术
而发明的首个痛风外用产品
【霍氏痛风灵】是经过多次试
验与临床验证， 集中了我国
蛋白组学应用研究的最新成
果， 其独含的特异生物碱化
酶，具有止疼、抑酸、溶石三
重功效。

碱化酶透皮吸收后，首

先在关节处聚集， 分解尿酸
结晶，炎性粒子被消除，不再
撞击神经，疼痛立刻消失；浸
入血管的碱化酶随血液游走
全身， 持续释放密集的磁力
线， 限制黄嘌呤氧化蛋白
（XO） 的活性， 减少嘌呤氧
化，尿酸生成减少。长期补充
碱化酶，还能碱化体液，恢复
尿酸正常值，痛风不再复发。

十年痛风一朝除！
老陈得痛风十多年了，脚、手关节多

处出现结石。 每次发作，关节红肿疼痛使
他痛苦不堪，长期用药又严重损伤了胃肠
道，使他对治疗失去了信心。 看到了霍氏
痛风灵的介绍后决定试试，没想到只用了
三天，疼痛就明显减轻，一个疗程后，关节
红肿消退，这结石也越来越软，坚持用了
3个疗程，十多年的痛风竟然全好了！

特供地址：长沙：东塘楚明堂（原楚仁堂）、养天和东塘星城大药房、楚济堂药房车站路店（火车站对面）、芙蓉
区：火车站阿波罗药柜、誉湘大药房、火星镇楚济堂、雨花区：红星步步高超市药柜、天心区:平和堂（五一店 /东
塘店）、南门口好又多药柜、王府井负一楼药号、岳麓区: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康寿大药房（西站店 /赤岗冲店
/新西站）、开福区:东风路楚仁堂药房、星沙：旺鑫大药房、望城：工农大药房、宁乡：开发药号、株洲：贺家土健
康堂大药房、醴陵：春天大药房、湘潭:贵富康大药房（市一中对面）、常德：武陵阁大药房、岳阳：为民药店（九龙
商厦对面）、益阳：平和堂大药房、衡阳：国兴大药房、娄底：天天好大药房、吉首：博爱大药房、永州：冷水滩康源
大药房、邵阳：大德生药号、郴州：同仁药店、怀化：东方大药房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货到付款

为了让广大痛风患者早日告别痛风顽疾， 避免口服药物副作用伤害，
【霍氏痛风灵】特响应中国痛风防治小组号召，推出“痛风 3+1 绿色
疗法”公益推广活动。 活动期间，凡购买 3盒霍氏痛风灵即赠送价值 198
元的【本草降酸茶】一大盒，用于日常保健茶饮，分解沉积尿结晶，促进
尿酸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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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专利新发明“霍氏痛风灵”

痛风不吃药一抹就见效！
每天擦一擦痛风不复发！

糯康外号“教父”。糯康武装
贩毒集团原系泰缅边境民族地
方武装坤沙部下。

1996年坤沙投降后， 糯康收
编坤沙武装残余人员，逐步形成多
达100余人的团伙，配备AK冲锋枪、
M16步枪、火箭筒、机枪等武器，盘
踞于湄公河两岸，长期从事制贩毒
品、绑架杀人、抢劫商旅、敲诈勒
索、 收取保护费等犯罪活动。据

不完全统计， 仅2008年以来，
糯康武装贩毒集团涉嫌针对

中国籍船只和公民实施
抢劫、枪击犯罪活动就达

28起， 致伤3人，致
死16人。

“金三角”大毒枭糯康，今年4月25日晚在
老挝被擒。随着糯康及其团伙主要成员落网，
湄公河惨案发生的细节也逐渐查明。

“10·5”专案组副组长、云南省公安厅副
厅长先燕明介绍了惨案的一些细节： 从调查
获取的证据分析，“10·5” 案件发案现场是两
个区域，涉及到两个国家。第一个现场应该在
缅甸万东(音)区域，嫌疑人劫持了中国船只，
然后押到孟喜岛、孟喜滩一带。在这个地方，
控制了中国船员，捆绑后蒙眼，把陷害中国船
员的毒品放到了船上。 然后又用快艇押送中
国船只，顺流而下，进入泰国水域。第二现场在
泰国水域，把船停下，开枪杀人，抛尸入水。先
燕明表示，从侦查的情况来看，这种先劫持、后
放毒品的行为早有预谋。

■综合新华社、央视

记者17日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获悉，震惊中外的湄公河“10·5”惨案将
于9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该院公开开
庭审理。 此前， 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糯
康、桑康、依莱、扎西卡、扎波、扎拖波6名
被告人分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运输毒
品罪、绑架罪、劫持船只罪依法向昆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案发】我13名船员惨死“金三角”
2011年10月5日， 两艘中国商贸船

只在湄公河“金三角”地区水域遭劫持，
13名中国籍船员在湄公河泰国水域被
枪杀。案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要求尽快查明案情，缉拿凶手。

公安部、 云南省公安厅迅速抽调
200多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 全力开
展案件侦办工作。在中方积极倡导下，中
老缅泰四国建立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
合作机制，并在此机制下开展情报交流、
联合巡逻执法、 联合整治治安突出问题
和打击跨国犯罪。

【幕后】糯康集团勾结泰不法军人
四国警方很快查明， 湄公河“金三

角” 地区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糯康及
其骨干成员与泰国个别不法军人勾结策
划、分工实施了“10·5”案件。此后，中老
缅泰四国执法部门组织了多次围捕行
动，成功抓获了糯康、桑康、依莱、扎西
卡、扎波、扎拖波等主要犯罪嫌疑人。随
后， 公安机关依法搜集、 调取和固定证
据， 进一步查清了糯康犯罪集团针对我
国船只和公民的犯罪事实。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依法
组成了合议庭负责审理此案， 向6名被
告人送达了起诉书副本、 附带民事诉讼
状及译本， 并根据各被告人的权利和意
愿为其指定了法律援助的律师。

湄公河惨案6名主犯周四受审
去年10月5日，首犯糯康勾结泰国不法军人枪杀我13名船员

案情始末

两艘中国商船在湄公
河“金三角”地区水域遭劫
持，13名中国籍船员在湄公
河泰国水域被枪杀。

缅甸政府否
认佤邦毒枭劫杀
中国船员，并称泰
国警方枪击中国
船员。

我外交部召见泰国、
老挝及缅甸驻华使节提出
紧急交涉。 遇难船员家属
抵达泰国认领亲人遗体。

泰国警方称，在湄公河杀害
中国船员的嫌犯是隶属于泰国第
三军区“帕莽”军营的9名士兵。两
天后，9名士兵向警方自首。

在中老警方合作下， 糯康在
老挝被捕。5月10日， 糯康由老挝
依法移交中方。

幕后

劫船、杀人、栽赃早有预谋

多次袭击中国船只
致16死3伤

●2011年10月5日

●2011年10月11日

●2011年10月13日

●2011年10月28日

●2012年4月25日

5月10日，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金三角”特
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糯康被押解下飞机。

罪行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