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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 伊格纳罗等三位医学家因一
氧化氮对扩张血管的重大发现而获得了 1998
年诺贝尔医学奖，为人类健康做出了杰出贡献。
诺贝尔医学奖颁奖词中这样说道：这项发明的
重要性尤其显现在治疗心脏疾病、休克以及对
性无能的新药的发展上。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一氧化氮促使血管扩张
的作用， 但都忽视了一氧化氮对性生活以及男
性勃起的重要作用。 其实，勃起的原理也是由一
氧化氮分泌使海绵体扩张，增加血流量，从而增
强勃起功能。 而一氧化氮是不可能直接从外界
吸入体内，也不可以手工加入血液里。 那么一氧
化氮是如何产生的，分泌的源头在哪里呢？

修复、加强 NANC
是全面提高男性性功能的关键

早在发现一氧化氮妙用的同时， 研究发现
产生一氧化氮的唯一途径就是非肾上腺非胆
碱能（NANC）神经的分泌。 所以，勃起时间长
短由 NANC神经产生的一氧化氮多少决定。而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NANC 神经渐渐出现老
化、损伤，分泌的一氧化氮也越来越少，导致男
性勃起时间短、硬度不够。

经过医学家数年不断的研究证实， 褐藻独
有的活性成分有强大的修复功能，对 NANC 神
经起到对抗老化、修复磨损、增强机能的重要作
用。 使困扰多年的身体差、底子薄、欲望低、时间
短等症状从源头上得到彻底改善。 另外，医学专
家、 性学专家对太平洋群岛男人高质量的性生
活的实地考察结论， 更加证实了褐藻对NANC
神经的修复功效，从而提升男性性功能。

天然、安全、持效
带给男性空前强大的性能力

美国威姆诗尔曼国际集团运用上述原理，
打造全球首一款从深海褐藻萃取的男性健康品
领军品牌———麦尔施壮 TM （英文名 male�
stronger，意译为男人更强壮）。麦尔施壮 TM采用

纯手工采摘的深海褐藻， 高科技萃取深海褐藻
的活性精华， 结合古法酿造的麦酒为介质进入
人体，使其生物活性精华的有效浓度倍增，并精
准直达对性功能起调控作用的关键部位
NANC 神经源头进行修复， 释放更多一氧化
氮，增加海绵体血液供应。 从而制成浓度更高、
吸收更强、见效更快的浓缩液态品。

一瓶仅有 20ml 麦尔施壮浓缩了高浓度的
褐藻活性精华，仅需三天一瓶，持续 72 小时精
彩，体力、精力充沛，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不
管是 70岁老翁还是年轻小伙，底子薄、身体差、
力不从心都得到彻底改善， 轻松达到一种自由
态， 恢复 20岁的冲动，30 岁的状态，40 岁的控
制力，让男人享受久违的愉悦，获得更高乐趣，
关键时刻持久更给力。

麦氏风暴来袭
邀您免费体验 亲身见证疗效
即日起拨打全国免费男性关爱热线

400-682-6669 及 021-38613518 或 发 送
SD+ 您的收件地址和姓名到 15021612188 即
可免费领取价值 92元商务装一瓶。亲身感受下
麦尔施壮带来的全新冲击！ 享受重新挺起来后
那种妙不可言，每天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成为
每个家庭必备的床头用品。 本次应广大新老客
户要求，同时每天推出 50套特惠装，先报先得，
购完即止。 公司承诺：一瓶管三天，保密配送，7
天内无理由退货服务。

“麦尔施壮 ” 震撼湖南男人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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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错过校车，13岁学生倪某某
步行上学，被15岁的阿平（化名）绑进
防空洞后用红领巾连续勒颈三次致倪
某某身亡。12月26日，昆明市中院不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然而，本案被告人阿
平作案的理由， 竟是想挑战警方的办
案能力。 被害人亲属的代理人陈律师
透露，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13岁少女上学途中惨遭毒手
5月15日早晨，家住昆明呈贡新区

倪家营村37号的倪某某由于感冒没有
赶上校车。在步行前往离家4公里的学
校时中途失踪。5月21日早上10点，在
距学校700米的一个防空洞中，有村民
发现了倪某某已被烧焦的遗体。

不久，警方破获此案。残杀倪某某
的凶手， 是一个仅比倪某某大两岁的
少年阿平。5月28日阿平落网。 检方随
后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其批捕。

检方查明，5月15日上午7点左右，15
岁的阿平在倪某某上学的路上， 将倪某
某强行带至倪家营村昆河铁路的一个防

空洞内，用红领巾将其勒死，后焚烧尸体
并逃离现场。检察机关认为，鉴于阿平作
案时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嫌疑人在庭审中表现冷静
12月26日，昆明市中院不公开开庭

审理这起刑事案件。据倪某某的亲属介
绍，15岁的阿平在法庭上表现得很平
静，一点也不慌张。他承认自己杀人焚
尸的事实，并表示愿意接受法律制裁。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阿平的
辩护人认为，阿平刚开始只是想“抓个
人来关几天”，并不是要杀人，后不小心
才将倪某某勒死，主观上没有杀人的故
意行为，所以应以故意伤害论处，不构
成故意杀人罪。对于作案动机，阿平曾
在本案侦查期间供述，老家在昭通镇雄
的他，6岁半便随打工的父母到昆明生
活。 他很不适应在城里上学的生活，经
常到案发的防空洞打发时间。 阿平称，
早在本案发生以前，他因为自己“玩失
踪”，其父母报案没有引起警方的注意，
便萌生绑架人以试探警方态度的想法。

15岁少年用红领巾勒死少女焚尸
13岁少女上学途中被害 作案理由竟是想挑战警方办案能力

12月26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杂
志社称， 该刊记者徐智慧在河北省沧
州市南皮县采访时遭阻挠。 当地官员
欲以一万元“封口”，遭拒绝后，将徐
智慧扣留。 经杂志社交涉， 当地将其
“礼送”离开。

据了解， 中国新闻周刊隶属中新
社， 徐智慧是该刊一名深度记者。26
日下午4点25分， 周刊编委刘婉媛发
微博称， 徐智慧到南皮县采访非法取
土破坏农田一事， 遭到南皮县国土资
源局官员阻挠骚扰。

12月26日晚， 刘婉媛证实此事。
刘婉媛介绍，从24日开始，徐智慧在
南皮县当地采访时，就有人尾随其后。
26日下午， 徐智慧到该县国土局采
访， 准备离开时， 被堵在办公室不让
走。被困之后，徐智慧给刘婉媛打来电
话，汇报现场情况。徐称，县国土局办
公室主任薛文远要给他一万元， 被他
拒绝，但对方说如果不拿钱就不让走。

刘婉媛说， 她通过徐智慧的电话
与薛文远沟通，要求放人。薛称只要不
报道此事，他们愿意给钱。刘婉媛要求
对方出具书面说明， 对方随即发来一
份传真， 上有南皮县国土资源局的落
款并加盖公章。 这份传真被公布在刘
婉媛个人和中国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
上。

这份传真内容大致为：“南皮县国
土资源局系国家机关， 我单位因无任

何可圈可点的工作事项， 故无需有新
闻媒体发表文章式新闻（注：原文如
此），请相关单位理解支持，我单位会
在法律法规监督下， 扎实做好本职工
作，维护法律、法规尊严，为国土资源
工作做出突出的贡献！ ”

刘婉媛称，在电话录音沟通过程
中，薛文远先称其领导，后改称姐姐，
问“你们缺经费么？ ”她称经费充足，
不用操心。薛说：“经费不嫌多，我们
给你一点呗。 ” 刘婉媛予以拒绝，薛
还称“如果徐智慧走我就得死了。”此
后，直到下午5点20分，徐智慧仍被扣
留，该局一名副局长出面称要“请吃
饭”，徐婉拒并要求返回北京，被对方
拒绝。

刘婉媛说， 经周刊与当地政府部
门交涉， 南皮县委宣传部郭姓副部长
和国土局李姓副局长与徐智慧 “谈
心”，“介绍情况”， 表示是 “一场误
会”。之后，国土局派车“礼送”徐智慧
离开南皮。

12月26日晚，该县国土局李姓副
局长表示，薛文远只是建议不报道，并
无强硬态度和扣留记者行为，同时，薛
否认要给钱封口。对此，县纪检部门已
介入调查。26日晚， 沧州市国土资源
局给中国新闻周刊发函， 称已建议南
皮县国土资源局党组免去薛文远办公
室主任职务，并要求做出深刻检讨。

■据京华时报

北京一记者赴河北采访被扣
南皮县国土局被指欲出钱“封口”
沧州市局建议免去当事人职务

据阿平供述，案发当天，他突然想起要去绑架人的事，便没有去上学，沿着铁
路往学校方向走，并带上了事先准备好的煤油和树枝来到防空洞，从洞内出来，正
好碰见倪某某迎面走来。他尾随身后勒住倪某某的脖子，并用手捂着她的嘴将其
带进防空洞。一个多小时后，倪某某说肚子饿，他便用红领巾把她的手绑起来，并
用绳子绑住了她的脚。等他买来东西时，倪某某自己设法挪到了洞口边。而就是这
个行为激怒了阿平。“我知道她想跑，就拉着她往洞深处走，她开始挣扎。”挣扎过
程中，他顺势将红领巾结成的活扣套进倪某某的脖子处，并用力把扣子拉紧，前后
拉了3次，直至倪某某没有了挣扎。在意识到倪某某已经死亡后，阿平为了拖延警
方破案时间，残忍地往倪某某身上浇煤油，并点燃。

做完这一切走出防空洞，阿平到水塘边洗了个手，并在先前遇见倪某某的地
方放下了倪某某的眼镜。下午3点，阿平到学校接弟弟放学。 ■据都市时报

杀人焚尸后到学校接弟弟放学

12月26日晚，海南省三亚市，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河西大队近百名城管
上街执法。当晚9时，河西大队近百名城管沿三亚河西路至解放路一路“扫过”，
引来无数市民和路人围观。

晚上10时许，这近百名城管返回三亚市河西管委会。有市民现场指责“作
秀”，一个普通的夜巡需要这么多的人吗，夜巡一个小时就够了吗？

此前21日晚，三亚市解放路第一市场附近，数十名河西区市容执法人员与摊
贩发生冲突，后有3名群众受伤住院。事后，河西区市容大队回应称，3人为无证经
营的摊贩，他们的一些皮外伤是在收缴违规经营物品过程中发生推搡所致。

三亚城管
“扫过”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