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名获救矿工全身湿透，身上全是黑泥。在救护车里，医护

人员为他冲洗黑泥时，一名护士紧握他的手。

7月10日， 经全力营救，8时40分，第一名生还者顺利升井获救。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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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解决：蛋白尿、浮肿、血尿、肌酐等，远离尿毒症，避免透析

研究发现： 免疫复合物堆积是引发肾病的

根本原因， 免疫复合物就像抽油机上的油垢一

样，牢牢的粘附在肾小球滤过膜，堵塞过滤孔，

破坏滤过膜，使血红细胞、蛋白等有益物质随尿

液流出体外，产生蛋白尿、血尿等症状；肌酐、尿

素氮等毒素排不出随血液返回到人体内， 造成

肌酐、尿素氮等指标升高，并产生浮肿、腰痛、乏

力、贫血等一系列症状。 专家指出，清除免疫复

合物、 修复肾小球滤过膜是治疗肾病的重中之

重。 肾病一般要经历肾炎、肾衰竭、尿毒症三个

阶段， 传统治疗主要通过透析等方式临时代替

肾功能，但对治疗无任何意义，反而形成依赖，

导致患者病情“越拖越重”，走向绝望。

进入 21 世纪，科学家偶然发现水蛭（俗称

蚂蟥）体内独含多肽类、水蛭素、肝素、氨基酸等

药用成分，能有效抗凝血、消肿，对肾病有独特

疗效。 2001年 5月，以留美分子免疫学博士、著

名肾脏病专家刘若水教授为主的研发小组率先

采用最新的“生物定向赋活”萃取工艺，将斜纹

金钱蛭富含的药用成分辅以云贵高原特有的瓜

子金、益母草在反应釜中发生聚合反应，萃取出

独特的“LGS水蛭活肽”。临床证实，LGS水蛭活

肽具有清除免疫复合物、 修复肾小球滤过膜两

大功效，能够根本上治疗肾病，杜绝复发。

肾元胶囊：让肾病治疗告别 "透析时代 "

�������刘若水教授以“LGS 水蛭活肽”为基础终于

研发出全新肾病特效药物———肾元胶囊（国药

准字 Z20025816），经北京、上海等多家医院临床

验证，肾元胶囊治疗各种肾病：

第一步， 清除：LGS水蛭活肽进入肾脏后，强

力清除肾小球滤过膜上的免疫复合物， 并使其快

速分解、融化，随尿液排出！ 这一阶段（２0 天左

右），患者将会明显感觉到，水肿减轻，血压平稳，

食欲增加，精神好转，病情得到初步控制。

第二， 修复再生："LGS 水蛭活肽 " 到达破损

的肾小球滤过膜之后， 还可以凭借超强的自我修

复再生能力，促进过滤膜的自我生长，恢复肾小球

滤过膜正常的过滤功能。 这个阶段（６0 天左右）

患者会感觉身上有劲，到医院检查可见蛋白尿、肌

酐、尿素氮、潜血等指标平稳下降。

第三， 滋养肾细胞："LGS 水蛭活肽 " 源源不

断的进入体内，充分的滋养剩余的肾细胞，阻断肾

纤维化进程，极大的延长了肾细胞存活周期，坚持

按疗程服用，肾衰竭、尿毒症患者生命得到延长，

肾脏功能得以恢复，不再复发。

2010 年， 肾元胶囊被中华国际医学会、国

际肾病基金会推荐为肾病患者首选用药， 并向

全国推广，专家断言，随着肾元胶囊的进一步推

广，肾病患者从此将彻底告别“透析时代”，无需

终生服药。

特别提示： 肾病患者凭本人病历可预约权威

肾病专家免费咨询，同时赠送肾病最新防治资料。

专家预约：0731-82864820(每日限 20人)

神秘水蛭在地球上生活了 5000 万年

以上，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专治肾病

告别“透析”时代

水蛭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七星彩第 11079 期

本期投注总额：16245218 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下期奖池：

中奖注数（注）

1

21

192

2532

33554

399375

单注奖金（元）

5000000

19938

1800

３００

２０

５

7495129元

七

星

彩

3 8 2 9 7 1 5

22 选 5第 11184期

本期投注额：1868050元

中奖号码：02�03�06�07�12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15

2609

48327

单注奖金（元）

36217

50

５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7月 10日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

灵通发 CP 到 10661256，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

体彩网www．hnticai．com

排列 3、排列 5第 11184期

本期投注总额：21911866 元

中奖号码 0� � 3� � 9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10070 1000

组选 3 0 320

组选 6 9793 １６０

中奖号码 0� 3� 9� 8� 3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1� � � � � � � � � � �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本报7月10日讯 7月9日上午10点，

苏宁电器全国27家公司的47家超级旗舰

店同步启动庆典周仪式。参与此次活动的

有美的、惠普、海尔、佳能、夏普、西门子、

NOKIA等全球一线品牌。

这是苏宁电器旗下著名的 shop-

ping-mall门店类型， 单店经营面积

10000-30000平方米，拥有OA超市、家居

超市、单反旗舰店、以旧换新专区、3C服务

中心等丰富产品品类和功能专区。汇集了

全球高精尖名品家电，2000多高端家电品

牌，9大产品类别细分。 目前苏宁EXPO单

店商品数已达50000个， 出样总数超过10

万，全面满足消费者各种家电购买需求。

参与此次活动的有美的、惠普、海尔、

佳能、夏普、西门子、NOKIA等全球一线品

牌。 湖南苏宁电器总经理在启动仪式后

参与了现场签售会， 全力支持Expo超级

旗舰店升级庆典活动。 消费者提前锁定好

自己想要购买的产品型号，活动开始后根据

签售排期自主选择品牌签售点，至指定地点

领取签售卡片， 写上自己意向购买产品型

号，获取总经理签售即可在成交价基础上再

降100-1000元不等的优惠力度。

为了庆祝EXPO超级旗舰店庆典周，

在7月9日和10日两天， 苏宁总计组织了20

亿的特价货源，以及3亿促销资源，在全国

47家Expo门店进行集中投放，包括全国合

计投入10万台超值低价热销产品， 在各大

门店限时抢购。

五一广场超级旗舰店在活动期间，针

对套餐购买需求较大的顾客， 进店便可提

供一名专业导购人员， 进行一对一专人服

务。同时现场还可以免费体验电脑、通讯、

数码潮品，了解最新3C产品的潮流趋势。

■见习记者 吴林

苏宁电器47家超级旗舰店同步促销

广西合山矿难救援第8天现奇迹

被困188小时两矿工获救

近日，有网民发帖称，6月27日，云

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县城至三江

口二级公路试通车的第二天就发生坍

塌事故，导致一辆途经此处的车辆翻下

山崖，造成车内2人死亡、2人受伤，公路

中断。网友纷纷质疑是“雨太大”还是

“路太差”， 称该路为“史上最短命公

路”。

对此，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和交通运

输厅派出了专家组进行调查，认为确实

属于“强降雨引发的自然灾害”。但另据

记者调查， 新三公路建设存在未批先

建、赶工期和未经竣工验收即试通车等

问题。 ■新华社记者赵大春、伍晓阳

云南“最短命公路”

试通车第二天即坍塌

13年前，他因为在酒桌上替人“出

头”， 杀人后改名换姓四处逃亡。13年

后， 他竟为了出名， 参加一档相亲节

目，走上荧屏并最终牵手成功。近日，

随着一个匿名举报电话， 逃亡13年的

犯罪嫌疑人吴刚， 被吉林市公安局抓

获。

吴刚，1971年生，原是吉林市一家

知名的舞厅演艺人员。1998年2月6日，

吴刚在酒桌上替人“出头”将被害人孙

军刺死后仓皇逃走。

今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女子向

警方打来匿名电话称， 在2010年11月

14日黑龙江卫视播出的相亲节目中，2

号男嘉宾疑似当年杀人逃犯吴刚，电

视上化名为刘浩。

警方立即调取了当期电视节目和

当年的案卷。通过对2号男嘉宾多方面

进行对比后判定， 该男子就是吴刚。6

月9日中午， 在逃多年的吴刚最终落

网。 ■据新文化报

杀人潜逃13年

参加相亲节目落网

被困188小时后，10日上午9时6

分，广西合山矿难中2名幸存者从井下

被救出。

在经过近8天救援之后，广西合山

煤业公司八矿樟村井坍塌事故救援有

了重大进展，10日凌晨3时左右，在

-210标高（距地面垂直距离320米）的

北回风巷发现生存者， 这一位置正是

之前专家认为生存希望最大的6名矿

工所处的位置。

经全力营救，8时40分， 第一名幸

存者顺利升井；9时6分第二名幸存者

升井。据了解，幸存者身体非常虚弱，

升井后立即被送到医院抢救。 两名幸

存者生命体征尚好，可以说话，但是，

呼吸和脉搏微弱。

目前， 救援队正在努力搜寻其他

被困矿工。据救援指挥部的专家介绍，

这两名幸存矿工之所以能够活下来，

除了他们有强烈的求生意识外， 还与

被困地点有空气、 顶板往下渗漏水有

关， 他们靠着空气和水撑了188小时，

直到被救援队发现，可以说是个奇迹。

智力矿工活过69天

2010年10月13日，智利铜矿矿难被困

的33名矿工在被困69天后被成功营救。他

们自8月5日以来，已经创造了被困地底下

时间最长、且成功生还的世界纪录。

吃煤渣喝污水 中国矿工活过25天

2009年6月17日， 贵州省晴隆县新桥

煤矿发生透水事故，3名河南籍矿工靠吃

井下架棚子用的木料的皮，以及吃煤渣喝

污水，在被困井下25天后奇迹生还。这是

中国矿难发生后在矿井下存活时间最长

纪录。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链接·矿难生存之最

7月2日中午，广西来宾市合山煤业公

司八矿樟村井发生采空区垮冒溃浆事故。

截至目前，除2名矿工获救外，事故已造成

8人遇难，仍有12名矿工被困井下。

事件回放连线·枣庄矿难

防火门已打通

3名救援者因中暑殉职

7月6日， 枣庄防备煤矿井下一台压

风机突然着火，28人被困井下。

记者10日上午从救援指挥部了解

到， 此间防备煤矿火灾事故的救援行动

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困扰救援队前进施

救的井下巷道防火门已打通， 担架队已

进入井下待命。

另据最新消息，10日4时， 枣矿集团

的救护队下井救援， 进入受灾区域进行

侦查。 他们沿着250平巷突进到2500下

山第二道联络巷。在返回途中，队员刘光

耀因高温中暑， 体力不支倒在高温发火

区， 另外两名队员满崇利和陈军奋不顾

身地抢救刘光耀，也由于体力不支倒地。

3人当时均失去知觉，被后续人员抢救上

来后，终因高温中暑引起热痉挛，导致热

衰竭，经医护人员紧急全力救治，未能挽

救这3名救护队员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