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朱利沙、朱继民等人恰好看见了

这一幕，一边帮着抢救人一边立即报警。

2009年9月15日万文忠因涉嫌故意杀

人罪被望城县公安局监视居住，9月18日

经望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执行逮捕。

这个年近7旬的老汉对自己鲁莽的行

为一直后悔不已，他在法庭上说：“我当时

太冲动了，怎么能对小孩子下手，简直不

是人。” 经协商后赔偿了两万余元得到了

对方家属的谅解。

望城县人民法院冯伟院长亲自担任

审判长作出当庭判决认为：万文忠故意非

法剥夺他人生命，持扁担击打他人，致1人

重伤。 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

系犯罪未遂。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家属

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认定被告人万

文忠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冯院长说：“特意把刑事审判放到群

众中来开庭， 主要是警示大家邻里间的

纠纷一定要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来解

决，决不能盲目冲动，意气用事，否则只

会害人害己。”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李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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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伟哥奇货可居

市民争相“尝鲜”

�������一种从能补肾的蔬菜黄秋葵中提纯的高

品质男性健康产品葵力健， 最近在长沙市及

周边城市被炒作的沸沸扬扬。 免费征集万名

体验者，更使得葵力健这个号称“植物伟哥”

的高品质男性健康品， 吸引了众多湖南男人

的眼球。

上周二， 负责推广植物伟哥葵力健的瑞

立公司正式公布：将在 1 月 25 日开始接受电

话报名登记。 客服电话:0731-82551688 被打

爆，工作人员叫苦不迭。就连厂家也没料到会

产生这么大的动静。 尽管此前瑞立公司一直

对外保持低调， 但一些消息灵通人士早在一

个月前就知道了这个事。

“好的东西就该大家分享，有效果才敢搞

赠送，先试后买不上当！ ”

“以前光听说葵力健就是植物伟哥，可一

直只闻其名，未见其身。咱也试试它是不是那

么好使。 ”

“我听一个搞航运的朋友说过这个植物

伟哥，说好多船员都私自带回来倒卖呢！ ”

“蔬菜也壮阳？一粒管三天？太不可思议

了吧！ 领一盒试试， 说啥都没用， 效果说了

算！ ”

人们议论纷纷，也难怪，对于大部分人

而言，葵力健绝对非常陌生，而且对那个被誉

为植物伟哥的黄秋葵更是知之甚少。 通过网

络搜索，了解到的信息是：

黄秋葵为锦葵科秋葵属， 一年生草本植

物，原产于非洲，近几年在美国及加拿大广泛

种植，因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

生素 C，以及铁、钾、磷、锌、钙等微量元素，且

蛋白质含量高达 15～26%， 碳水化合物达

6.4%，脂肪 2%，纤维素 1%，每百克可提供 150

千焦的热量。 具有增强身体耐力和强肾补虚

的作用，被称为“植物伟哥”。不少国家将其作

为运动员食用的首选蔬菜， 在北京奥运会期

间更是被媒体称作“奥运蔬菜”。更有甚者，一

些国家把其作为男性活力的补品， 老人强肾

补虚的“药品”，咖啡的添加剂和代用品，食疗

作用突出，备受宠爱。

而葵力健是加拿大国际丰泰集团从生长

在非洲的植物黄秋葵中提取的一种专利产

品，在全球有 20 年的专利保护，葵力健是其

在亚洲区域的中文商品名， 葵力健服用一

粒，三天内精力充沛，如此超强的作用，就是

因为液态软胶囊是一种超浓缩剂，一粒软胶

囊的有效浓度相当于 20kg 黄秋葵。而且在提

取时坚持采用 6 小时内采摘的新鲜黄秋葵

为原料，使得这种超浓缩提取物对微血管舒

张作用与美国某著名治疗男性功能障碍药

近似，但是却没有任何副作用。 葵力健中的

有效成分能够在不增加神经肌肉及心脏负

担的情况下使人体气血充盈，服用后大部分

男人的男性中枢神经密度会增加 8%-10%，

大大增强了男性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这就意

味着你的男性能力将和那些天生的猛男一

样强大。

液态软胶囊葵力健在欧美地区非常抢

手，理由是，西方男人们普遍对西药产生的副

作用心有余悸， 绿色安全有效的葵力健自然

让人欣喜若狂。有关葵力健的传闻越传越玄，

有的说服用后会明显感到体力、精力旺盛，通

宵熬夜都不觉得累； 有的说葵力健可以使皮

肤皱纹减少， 松弛变紧绷， 人看上去更显年

轻；还有人说服用葵力健期间，记着撒尿时咬

紧牙关，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绝大多数的

男人反映服用葵力健后男性功能显著增强，

可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 生活质量

明显改善， 夫妻感情更加亲密……虽然葵力

健作用广泛，但没办法，人们真正感兴趣也饱

受质疑的还是它让男人们一夜之间变成了猛

男。 传闻越多，人们越觉得它很神秘。 以至于

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许多离谱的事。 比如一些

船员从国外弄回一箱葵力健， 转手就可以加

2000元卖出去。

事实上，不管瑞立公司如何低调，葵力

健的市场需求仍然很旺，这只能证明这个葵

力健的确受欢迎。 负责引进葵力健的中国区

代理商瑞立公司高调宣布：在湖南省进行体

验者万人征集活动。 他们的想法是，与其让

非法牟利，扰乱市场秩序，不如正面进行推

广，而且体验就是活广告，要赠送就赠出反

响来。

对于征集体验者的举措， 葵力健的推广

部门瑞立公司虽未公布体验细节， 但消息还

是泄露出去。先前使用者早早就开始报名，三

天时间人数就突破 2000 多人。 据了解：征集

体验者活动截止日期为 1 月 31 日，应征者可

通过两种方式索取价值 68 元葵力健体验装

一盒，一是通过电话报名登记；二是通过短信

报名登记， 男性朋友们只需把你的通讯地址

+SX 发送至 13973130046 即可参加本次体验

活动，本次共计 2000 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

赠完为止。 同时应本报读者要求，瑞立公司

每日推出 30 套特价葵力健疗程装产品，供男

性朋友们订购，对于订购产品的顾客，瑞立公

司承诺 7 天无理由退货， 葵力健湖南推广部

的电话是：0731-82551688， 市民今日即可预

约登记。 ■文 \张林

邮箱:yijiasky@sina.com

记者张颐佳

de法庭笔记

时间：2010年1月26日上午10：00

地点：望城县白箬铺镇古冲村

花甲老爹因邻居一句骂差点杀人，法院会怎么判？

家门口开庭，全村人看他受审

法官：我想告诉大家，邻里纠纷意气用事后果很严重

红色的四方小桌， 居家的靠背

椅。1月26日上午，长沙望城县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把法庭搬到了白箬铺

镇古冲村的古冲水库旁，一起杀人案

在数百名街坊邻里面前公开审理。

本报1月26日讯 一个年轻妹子

感情遇挫，一时想不开竟然投江，幸

亏被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救了上

来。

20岁女子走进湘江轻生

“不好了， 河里有一个女孩子，

怕是要自杀， 快来人啊！”1月26日

上午10时许，随着一声惊呼，正在长

沙潇湘大道堤岸下散步的市民郑大

爷突然发现， 在橘子洲大桥以北

150米远的位置， 一名穿白色上衣

和牛仔裤的年轻女孩， 正一步一步

往湘江中央走去。

“妹子，快上来，水里凉咧！”岸

边的市民紧张地劝着女孩。 女孩在

走到距离岸边10多米的地方时，听

到大家的喊声后，停了下来。此时，

江水已淹没到女孩的腰部， 并隐隐

听到女孩在哭泣。

人群中有人立即拨打 110报

警。不到5分钟，岳麓巡警大队32号

车组中队指导员李国新和民警杨小

军赶到现场。

“妹子， 这个世界多美好咯，你

才20来岁， 还有好多东西没来得及

看咧，快上来！”李国新苦口婆心地

劝着年轻女孩赶紧上岸。

“你们别过来，过来我就向江中

走去！”女孩情绪十分激动，和巡警

僵持了三四分钟， 仍没有上岸的意

思。

巡警穿着短裤冲入江水中救人

寒冬里的江水冰冷刺骨，“我下

去！”李国新脱掉长裤，穿着一条短

裤徒步走入江水中。快接近女孩时，

李国新发现女孩摇摇欲坠。 他赶紧

一把将女孩抱住，不顾女孩的挣扎，

将其拖回岸边。

3位热心市民看到女孩仍然情

绪激动，赶紧过来帮忙，大家和巡警

一起将女孩抬到了巡逻警车上。由

于女孩衣服大部分湿透， 冻得直发

抖。民警赶紧将车内空调调到最大，

又脱下上衣罩在女孩身上。

在巡警的劝导下， 女孩终于说

出了事情的缘由。她叫小蕙（化名），

今年才20岁， 由于男友狠心说要分

手，一时想不开竟要投江。根据小蕙

提供的电话， 巡警联系了小蕙的男

友， 并将小蕙送到了望月湖小区其

男友家中。

■记者 周红泉 通讯员 刘斌

男友要分手，20岁妹子想不开投江

巡警穿裤衩冲入江中救人

被告人万文忠已经67岁了，是望城县

白箬铺镇古冲村舒家屋场组人。邻居张娭

毑说：“他本身脾气就不太好。”王娭毑说：

“他们两家积怨很久了， 因为李家曾有人

笑他绝后了。”

其实万文忠是有儿子的，但儿子却接

连生了两个女儿，在农村人看来这不算后

人，所以这也是他一生的痛处。

2009年9月9日下午6点多钟， 万文忠

与李和平都在菜地里忙活，因相邻土地界

线划分一事发生口角。

在一阵谩骂之后，李和平大呼：“你这

个‘欠崽子’（指没有孙子、绝代的意思）。”

这句话尖刀一样的戳到了万的软肋，他扬

言也要让李家断子绝孙。于是他抄起手中

的木扁担朝着蹲在李和平旁边的小孙子

思思头部砸去， 这个年仅3岁的孩子当场

倒地头破血流。

杀红了眼的万文忠看着孩子半天没

声响，以为打死人了，随即跑回家喝农药

自杀被人救下。

经医院抢救，3岁的思思虽然保住了

性命，但头顶骨折，蛛网膜下脑出血等，已

构成重伤。

【案发】 一句骂口，他对3岁小孩下手

【判决】 刑事审判在群众中开庭

望城县人民法院把法庭搬到了白箬铺镇古冲村的古冲水库旁。 记者 张颐佳 摄

李国新告诉记者，他就是在这里将女孩子救上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