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胰岛再生———找到糖尿病的根源！ 全国公益救助活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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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欧美的糖尿病绿色疗法全国免费发放

为什么人一得上糖尿病，就会视力下降、疲
乏无力，身体消瘦，性欲减退？ 为什么糖尿病会
引发白内障、下肢坏疽、心肾衰竭甚至酸中毒？
我们都知道，胰岛 β 细胞分泌不足是糖尿病的
根源，那么，又是什么导致胰岛 β 细胞分泌功
能障碍的呢？

近日， 美国哈佛医学院专家首次揭开糖
尿病的真相———J- 羧肽酶的缺乏， 才是导致
糖尿病的根源。 J- 羧肽酶，是人体内存在的
一种生物蛋白酶。 它具有催化和降解人体内
多种营养蛋白转化的作用。 J- 羧肽酶主要分
布在人体胰腺、晶体，消化道，肾脏、血管中。
因为 J- 羧肽酶最主要的作用是促进蛋白分
解，因此，长期的高脂肪高热量饮食习惯，或
者爆食爆饮习惯，都会使体内 J- 羧肽酶在食
物消化过程中，被大量消耗掉。 而 J- 羧肽酶
一旦缺乏，就会出现以胰岛 β 细胞分泌功能
下降为代表的一系列蛋白代谢紊乱性疾病，
医学上称为“糖尿病”。

在以前，可能很多人认为治疗糖尿病的唯一
方法，就是“降血糖”。 尽管很多患者天天降，年年
降，甚至一辈子都离不开降糖药，但并发症依然
很难得到有效控制，为什么？ 因为没有找到病根。

让人想不到的是， 美国医学专家在 J-羧肽酶研
究的基础上却发现：

只要给糖尿病人巧吃常见的蔬菜苦瓜，补
充足够的 J- 羧肽酶，就能让无法正常分泌胰岛
素的 β 细胞开始活跃、胰岛素抵抗消除、白内
障也能自行逐渐消退， 不仅糖尿病患者精神状
态日益好转， 就算完全停掉西药， 偶尔吃点甜
食，高脂高蛋白高淀粉的食物，血糖也不会再升
高。 这一惊人发现，得到了美国哈佛医学院和清
华医大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为了将这一糖尿病的全新疗法向全国糖尿
病患者普及推广，由天津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家庭医学科普丛书《胰岛再生———糖尿病人的大
救星》一书，重点介绍了糖尿病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出现的临床问题， 及如何通过巧妙食用苦瓜，
达到修复胰腺、治疗糖尿病的实用方法。 该书图
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 只要识字，就能学得会。
实为广大糖尿病患者不可多得的康复宝典！

为了全面普及这种简单易学的糖尿病康复
方法，应中华医学会慢性病康复委员会的要求，
《胰岛再生——糖尿病人的大救星》一书开始在
全国免费发放 5000本！ 有需要的患者，可拨打
全国免费电话 400-050-1633免费领取。

全国免费领书电话： 400-050-1633

《胰岛再生———糖尿病人大救星》 一书因为数量有限， 每个城市只限
5000本！ 请有需要的糖尿病患者尽快报名领取！

学生网上吐槽：
小抄“爬”满墙

@廖海龙好学长： 大学
考试舞弊墙， 学生们作弊真
的蛮拼！@Hi都市报

[核实]

@廖海龙好学长是湖南
工程学院机械设计专业的学
生， 照片是他在学校南院的
教室里拍下的。“墙上密密麻
麻写满了各种公式和答题要
点，很夸张，后来发现学校很
多教室的墙上都写满了答题
要点，很多课桌也没能幸免，
不知道传承多少届了。”

廖同学认为， 舞弊墙在
很多大学都有， 不少同学都
亲身经历过，“但如果这种不
良学风在学校变得极其普遍
化， 确实应该值得大家反思
一下了。”（廖先生提供线索，
奖励30元）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王宇

长沙闹市现奇葩男司机
网友：边开车边练瑜伽？

@媚： 如此猛禽居然瑟
瑟发抖地躲在工具箱上。求
助，谁来和我一起放飞它啊！
@Hi都市报

[核实]

11月14日早上6点多，邵
阳武冈市肖家坝居民许先生
的阳台传来一阵剧烈异响。
许先生打开阳台门， 却发现
工具箱上站着一只瑟瑟发抖
的大鸟，“从没见过， 长相奇
怪，半米高，爪子很锋利。箱
子都被它抓出了爪痕。”

经当地林业局森林资源
管理保护站的负责人辨认，
这只鸟俗称猴面鹰， 属中型
猛禽，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目测这只猴面鹰是成年鹰，
但翅膀有被人剪掉的痕迹，
很可能是捕猎者将其喂养家
中，它偷飞出来后误入民宅。

随后，森林资源管理保护
站的工作人员将其护送到云
山国家森林公园成功放飞。
■记者梁筱石实习生蒋白梅

猴面鹰闯入民宅
被剪翅疑似求救

巧妈“混搭”废纸箱，儿子有了“办公室”

[核实]

近来，长沙市桐梓坡保利麓谷林语小
区门口有一只无人看管的狗狗，“每天都
能看见它眼巴巴地望着南边一动不动，一
坐就是一整天，已经有20多天了！”小区业
主担心，“万一咬着小孩就糟糕了。” 为此
他们发微博寻找狗主人。11月16日， 狗主
人回复了微博， 原来他也是小区住户，近
来工作忙很少回家， “就将狗狗放养在外
面。” 而大狗每天望着主人离去的方向等
它回家。 ■记者 梁筱石 实习生 蒋白梅

@大-也：小区里的流浪狗二
十来天一直望着这个方向， 估计
是主人领来的方向。@Hi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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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晚上
10点， 我又参加了夺
宝奇兵活动， 结果就
中了二等奖，奖品是5
克千足金。”中奖彩民
李先生高兴地说，独
乐乐不如众乐乐，自
从“福彩宝藏·夺宝奇
兵” 微信抢宝箱活动
推出以来， 每天他都
参加抢“福彩宝藏”，
并告诉身边的亲朋好
友， 让大家都来感受
一下抢宝箱的乐趣。

抢“福彩宝藏”活
动吸引了众多彩民参
加，目前参加这个“福
彩宝藏” 活动人数已
经达到了2万多人次。
截至11月19日， 湖南
福彩官方微信“福彩
宝藏·夺宝奇兵”活动
进行31天， 已有30人
次中奖，其中1人中出
一等奖，4人中出二等
奖，4人中出三等奖，
21人中出四等奖。

目前，抢“福彩宝
藏·夺宝奇兵” 活动还

在继续，将持续至12月
18日。中得一、二等奖
的朋友请尽快通过微
信和湖南福彩官方微
信公众平台联系，并提
供您的通信地址、手机
号码等详细联系方式，
以便告知领奖事宜。中
得三、 四等奖的朋友，
请保持手机畅通，话费
会在活动结束后的一
个星期内，充进你所提
交的手机号码。

湖南福彩官方微
信是了解湖南福彩信
息、 参与福彩营销活
动的重要平台， 彩民
朋友通过手机“扫一
扫” 湖南福彩官方微
信二维码， 或查找微
信公众号“湖南福彩”
或“hnflcp”等方式就
可以加入。 各位福彩
微信朋友， 您在方便
快捷地享受各项微信
服务时， 也开启了一
扇新的幸运之门！

30人次“夺宝”成功
福彩“夺宝奇兵”活动持续到12月18日
快加微信参加活动

[核实]

网友@Tina是长沙长房时代城的业
主，她的单位也在小区里，平时上班还得
兼顾3岁大的儿子小汐。11月15日，办公室
新添置了一个柜子， 也空出了个纸箱。为
了给儿子找个玩具，她一时兴起，用剪刀、
胶带制成了一间小房子。“没想到仔仔爱
不释手， 每天拿着水彩笔在里面画画，还
说这是他的办公室，把我们同事笑得前俯
后仰。”（@Tina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杨昱

@Tina：心血来潮，用废纸盒
给仔仔做了个小房子， 没想到他
呆里面不愿出来了！@Hi都市报

苦等主人归
狗狗痴望20天

@未未：看图找亮点，猜一猜这是什么奇葩
姿势？@Hi都市报

11月20日下午3
点左右，网友@未未坐
朋友的车行经湘江中
路毛家饭店附近，看
到了这样奇葩的一
幕。“我当时是由南往
北行驶， 在路口等红
灯时， 看见前面白色
本田驾驶座的车窗伸
出来一只光脚。”@未
未说， 她和小伙伴们
都在猜， 这难道是在
用脚开车吗？ 那刹车
和油门怎么踩？

等到绿灯亮起，@
未未超车时终于看懂
了这个姿势。“是个年
约40岁的男司机，他
手握着方向盘，把光着
的左脚搭在出风口
上。”未未说，那个姿势
“特别考验柔韧性”。

“这是一边开车
一边练瑜伽吧！ 大长
沙的生活节奏已经变
得这么快了？” 网友@
风衣上的饭粘子评
论。 ■记者 张明阳

[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