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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抗肿瘤攻坚成功
新突破！

致电 4001868626��即可免费试用
�������由美国国立癌症研究中心（NCI）研究发现，
中国医学科学院和荣立药物研究所共同研制，经
国家原卫生部批准的新一代抑制肿瘤转移的纯天
然制剂：Genistein[金转停]攻坚成功，正式在我国
上市。

金转停主要功效成分是“金雀异黄素”，为纯天
然生物制剂，属基因靶向物质，临床发现，该产品可
以让肿瘤患者通过在家服用就能有效抑制肿瘤转
移。

金转停被评为高新技术产品，是中国保护消费
者基金会郑重推荐产品，它的上市标志着我国抑制
肿瘤复发转移方面的全新突破。目前已有 1万余篇

有关“金雀异黄素基因靶向疗法”的世界科研论文
以供检索查证。

传统肿瘤疗法中，手术无法阻止肿瘤细胞扩散
转移，放化疗又有毒副作用且有损正常细胞，而基
因靶向疗法则是先找准了目标（肿瘤细胞），不伤及
人体正常组织，效果十分理想。

正值本产品全国推广阶段，肿瘤患者只需致电
400-186-8626，即可领取 428元康复礼包，“免费试
用”Genistein[金转停]，并附赠《基因靶向抗肿瘤研
究进展》一书。

由于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 50名，咨询从速。

@巴黎左岸的塔 ： 嫖娼
队再得一分，但暂时还是落后
于吸毒队。嫖娼队VS吸毒队，
谁能登顶年度“监狱风云”冠
军球队让我们屏息以待。

@阿拉Allah黑 ： 王全
安你要觉得你媳妇不好你给
我……干这事就不地道了。
你又不能跟黄海波学， 人家
还没结婚呢。

@番薯番薯妹： 看了王
全安的新闻后， 真的觉得那
句话好对！ 老公一定要找帅
的！不然，不但花心，还丑！还
出丑，连带让你出丑～～

@MZ微博 ： 王全安嫖
娼被抓带来的两点讯息：一
年前， 薛蛮子嫖娼时嫖资是
800元，一年后，王全安嫖娼
嫖资也是800元，这说明北京
嫖资价格稳定在800元左右，
中国通胀一点也不严重；此
外， 说明导演现在很难再潜
规则女演员了，都需要去嫖，
说明娱乐圈被净化了。

相较于未婚青年黄海波
嫖娼被抓引发的舆论两极分
化， 王全安的遭遇很少得到
网友的理解， 原因主要有几
点，第一，他是已婚老男人，
网友“八卦小马甲”就哀嚎，
不能理解啊， 难道他是体验
生活积累素材去了？49岁了，
婚都结了两次了， 也不能像
黄海波一样， 把一切都推到
家里有个强势的妈妈了。第
二， 王导演家里有个漂亮老
婆啊。盘靓条顺，有个这样的
老婆竟然还出去嫖， 简直无
语了！ 第三， 王全安是个导
演，导演不是有潜规则么？王
全安何至要去嫖一个31岁，
800块的娼，而且还连嫖3天。

总之，王全安嫖娼，让网
友们的情爱观再次凌乱了起
来。我们已经总结不出，怎样
才是好男人， 怎样的环境才
能让男人不去嫖娼， 我们只
能总结出最基本实用的道
理：薛蛮子嫖，告诉我们男人
出轨与自己的长相无关；黄
海波嫖， 告诉我们男人出轨
与对方的长相无关； 王全安
嫖， 告诉我们男人出轨与老
婆的长相无关。 ■黄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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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对象： 糖尿病、高血压、视物模糊、脑血栓、冠心病、动脉硬化、末梢神经病变、皮肤瘙痒、
糖尿病足、坏疽、肾病患者 ISBN�978-988-12987-1-3

�������糖尿病是人体胰岛素分泌
不足， 导致空腹血糖超过 6.1�
mmol/L， 餐 后 血 糖 超 过 7.8�
mmol/L 为主要表现的慢性病，
初期发生多尿、烦渴、多饮、多
食， 消瘦等症状， 重者引发失
明、坏疽、脑出血、中风偏瘫、心
梗猝死。 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虽
能立竿见影， 但患者除遭受打
针痛苦、药物伤害胃肠肝肾外，
还要冒着胰岛功能衰竭， 随时
出现全身器官恶变的风险，最
关键的是打针吃药无法做到杜
绝血糖再次升高及其并发症的
反复发生。

笔者近日走访了霍洪毅教
授。 他说：“治疗糖尿病不是简
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打胰
岛素、 吃降糖药并不是治疗糖
尿病唯一的途径。 无论是传统
保守治疗还是降糖治疗， 都会
有复发的可能。 ”

霍教授这样诠释他的茶疗

化糖法：糖尿病，中医称“消渴
病”。《黄帝内经》认为，引起消
渴病的原因是血瘀体变， 唯改
善体质才是根本出路。 而这种
茶疗化糖法取法自然、 顺应自
然，通过益气、活血、化瘀、改善
虚衰体质，恢复化糖本能，化糖
为能量，保持血糖稳定不超标，
效果极佳。

为了弘扬和继承博大精深
的中医养生文化，日前霍老中医
编写了一部《巧喝茶，血糖稳定
6.0》科普养生秘笈，为大家解答
糖尿病治疗的疑惑，并指导患者
日常生活保健。 此书一出版，即
获得广大糖尿病患者认可，口碑
相传，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

该书通俗易懂、 图文并茂、
实用性强，很多人一口气读完，
都有茅塞顿开的感受， 书中还
收录了大量真实临床病例和治
疗方法，便于患者对照治疗。 我
省很多患者阅读后， 都对霍教

授的糖尿病养生疗法的独到见
解啧啧称奇！

【特别提醒】：更多中医养生
信息和精彩内容，请阅读《巧喝
茶，血糖稳定 6.0》详细了解。 为
了更好普及糖尿病自然养生疗
法，霍洪毅教授自掏腰包在我省
公益发放 200册， 免费邮寄，需
要的读者请抓紧时间拨打咨询
电话 400-056-6506索取。（不
收取费用，如有违规、敬请举报)

霍老中医为慕名而来的糖尿病患者细心诊疗

名老中医教您化糖为能量，血糖稳定不超标

不花一分钱 远离糖尿病

糖尿病巧喝茶，血糖稳定不超标，远离降糖药、胰岛素毒害

温馨提示：本次我省仅限发放 200册，因申领报名热线电话量巨大，若遇热线高峰请反复拨打！

糖尿病科普书《巧喝茶，血糖稳定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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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免费赠送 仅限 200册

名老中医霍洪毅教授编写的《巧喝茶，血糖稳定 6.0》一书，蕴含博大精深的中华养生智慧，已
经连续再版，成为糖尿病患者喜爱的畅销书！

焦点
追踪

400-056-6506申领
热线：

省内免费邮寄
免费送书到家

要说今年哪个微博大V最忙， 答案一
定是“平安北京”。15日，“平安北京”再次
发威，抢在网友爆料之前，率先通报：9月10
日晚7时许，根据举报，民警在本市东城区
某小区一单元楼内将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
王某某（男，48岁，陕西省人，电影导演）、吕
某某（女，31岁，黑龙江省人）当场抓获，二
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经审查，嫌疑人王
某某供认， 他是通过手机招嫖信息联系到
了吕某某。当晚6时许，二人在王某某的工
作室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后王某某付给吕某
某800元作为嫖资。警方进一步工作还查明，
王某某于8、9、10日连续三次嫖娼，其中9日
他同时与两名女子进行卖淫嫖娼活动……

王全安嫖娼事件一出，也让“监狱风
云”再上头条，在他之前，这部“大片”“阵
容”已经有李代沫、黄海波、张耀扬、宁财
神、张元、张默、柯震东、房祖名、郭美美。

据悉，王全安因涉嫌嫖娼恐将面临15
天以下的行政拘留，以及六个月至两年的
收容教育。

王全安嫖娼被抓，张雨绮微博回应：心情复杂，坦白面对，共同承担

坐拥娇妻招嫖，大哥你几个意思

王全安是谁，也许还有
人不是很清楚。但他曾经被
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大陆
第六代电影导演领军人物。
2000年，他自编自导的第一
部作品《月蚀》便获得了莫

斯科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
大奖 。2007年他更是凭借
《图雅的婚事》 荣获第57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金熊奖。

自古美女爱英雄，女明
星则爱大导演，
巩俐、 张艺谋如
是，徐帆冯、小刚
如是，陈红、陈凯
歌如是， 王全安
的过往感情也一
样不普通。

在与现任妻
子 张 雨 绮 结 婚
前， 王全安曾情
定 蒋 雯 丽 与 孔
琳，此外，他和湘
妹子余男还有一
段十年的感情 。
两人开始时，余
男还是北京电影
学院的学生 ，两
人相恋后， 余男
成了王全安一系
列电影的御用女
主角———这其中
就包括《月蚀》、
《惊蛰》、《图雅的
婚事》和《纺织姑

娘》。十年后，两人分手（有
说为离婚）， 余男曾在接受
采访时称：“分手原因确实
不方便说，如果是其他人(是
我)也一定会这么做，可能会
比我早。”这一回答，也在王
全安嫖娼事发后，被有心网
友各种猜测。

王全安与现任太太 、
1986年出生的张雨绮年龄
差距21岁，两人是名副其实
的“父女恋”，张雨绮是周星
驰《长江七号》中走出来的
星女郎， 剪不断理还乱的
是， 她的前男友则是大S的
现任丈夫汪小菲。电影《白
鹿原》是王全安和张雨绮的
定情之作。 就在大S和汪小
菲结婚后约一个月，张雨绮
爆出和王全安在西安注册
结婚， 而且过程比大汪更
快、更闪，让人质疑是否要
较劲。

王全安嫖娼事发时，张
雨绮正在纽约参加时装周
活动，而据传她已于15日回
到北京。 有八卦爆料称，此
前，王全安与张雨绮的婚姻
已貌合神离。
■记者 黄煌 实习生 郭丽文

王全安是谁：
金熊奖导演、张雨绮老公、余男相恋10年的前男友

9月15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官
方微博号“平安北京”发微博通报，某
陕西导演嫖娼被抓，后经证实，该导演
即凭借《图雅的婚事》获柏林国际电影
节最佳影片金熊奖的王全安。

当晚8时45分左右， 王全安妻子
张雨绮通过微博回应称：谢谢关心，心
情复杂。会与王全安坦白面对，共同承
担。今年以来，娱乐圈的涉黄、涉毒事
件层出不穷， 此前未婚青年黄海波嫖
娼被抓，曾引发网友们两极分化讨论，
而王全安事件也不出意外地立刻升
至微博热门话题榜首位。

“平安北京”又爆料
王全安，不安全

七嘴八舌

这不是一个
看脸的世界

网友：怎么能干这
事儿呢？你要觉着媳妇
不好，你让给我！

王导：这个……我
也没想明白……

（设计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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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潜水庆祝结婚一周年。 注册两年后，两人于2013年举行甜蜜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