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飞机水上迫降失败 致5人死亡

新华社莫斯科7月11日电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一架安-24飞机11日在西伯利

亚地区的鄂毕河上实施迫降时发生事故，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4人重伤。

安-24飞机是苏联研究开发的中短程双发动机涡轮螺旋桨运输机，1963年投入使

用，1978年停产。近几年，安-24型飞机已发生多起坠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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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黄丸———玩电脑勿忘保护视力

������假期来时，对于辛苦学习了一个学期的学生

们来说，这是一场金子般珍贵的及时雨，趁这个

假期可以放放心心睡懒觉， 痛痛快快去玩乐，抛

开沉重的学习负担。 可谓一身轻松，但对于广大

电脑玩家尤其是他们的眼睛来说，可一点也不轻

松 -- 同异地的网友聊个尽兴，跟玩友打几个通

宵的星际、反恐，这样的用眼强度丝毫不亚于紧

张的学习，会严重损害视力，因此假期的视力保

护是相当重要的。

正常情况下，人的眼睛就像一台自动对焦的

相机，无论是看近处还是远处的东西，人眼都能

通过调节看到清晰的图像。如果总是看近处的东

西，长期不注意调节，看远的能力就会弱化，形成

近视，中医形象地称为“能近怯远”。同样的道理，

长时间精力集中于电脑屏幕， 由于字迹密集，亮

度长时间不变，用眼强度过大，若不注意调节，会

造成视力疲劳，加重近视。合理调节用眼，劳逸结

合，同时服用一些滋阴明目的六味地黄丸，可有

效保护视力。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医认为：肾

主藏精，肾中精气濡养眼球，同时肾寓含真阴、真

阳，滋养瞳神，精充则目明，因此，眼睛也是肾精

的一面镜子。长时间在电脑前聊天、打游戏，会产

生眼部干涩，胀痛不适，视物模糊等症状，引起视

力下降， 这是肾阴亏虚无以濡养眼睛的表现，六

味地黄丸是滋补肾阴的良方，有滋阴明目，滋养

瞳神之效，配合积极调节，有效缓解痛、胀、涩等

视觉疲劳症状，有效保护视力。

虫草在世界共有 497 种，而

冬虫夏草只有 1种。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专家、 中国冬虫夏草

首席权威郭英兰教授指出， 要区

别虫草和冬虫夏草， 关键在于学

名。 冬虫夏草是民间俗称，它的学

名叫“蝙蝠蛾被毛孢”。 也就是说，

只有蝙蝠蛾被毛孢这一真菌寄生

在蝙蝠蛾幼虫上长出子座的，才

是药典上所说的冬虫夏草、“百药

之王”。 其它如蛹虫草、蝙蝠蛾拟

青霉等，它们都只是虫草，而不是

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的主要药用成分如虫草素、

虫草酸、 虫草多糖的含量比起虫草高出 30-50

倍，因而两者药用价值悬殊很大。 只有选择明确

标示“蝙蝠蛾被毛孢”成分的，才可放心购买和使

用。

经中科院基因鉴定的“藏瑞

冬虫夏草”， 就是蝙蝠蛾被毛孢，

其学名明确标示在包装盒的“主

要原料”中，可以放心使用。

藏瑞冬虫夏草上市 5 年来，在

我省大受欢迎： 失眠人用了入睡

快、睡得香；肺病病人用了咳喘减

轻，痰量减少，呼吸顺畅；心脑血

管病人用后血压降了， 心率减慢

了，突发的危险没有了；肾病病人

用后尿蛋白、血尿消失了，肌酐、

尿素氮降低了，水肿消除了；肿瘤

患者用后又一次获得新的生命……因疗效显著

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重点推广，湖南省仅指

定药店有售。

详 情 请 咨 询 ：0731 -88156256 或 登 录

www.dcxcky.com

中科院专家提醒：

虫草决不等同冬虫夏草

张大爷 1999年患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

一直采用排毒和控制症状药物， 但效果欠佳，到

2007年时肌酐已 640，在服用藏瑞冬虫夏草 1 年

多后，肾功能恢复正常。 藏瑞冬虫夏草为什么治

疗肾病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

病理研究显示，肾病患者肾小球滤过膜遭到

免疫复合物破坏，滤过功能紊乱，营养物质从尿

液中流失，病人出现蛋白尿和血尿；更为重要的

是肾脏失去排毒功能,本应过滤到尿液中的肌酐

等毒素潴留在血液里,导致肌酐、尿素氮等升高，

伴发贫血、高血压、水肿等，若未能控制，进入尿

毒症期，造成全身损害，危及生命。因此药物治疗

肾病，如果不能清除免疫复合物，单纯排毒和控

制症状，仅能减慢肾病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治

疗肾病，既摆脱不了对药物依赖，也无法防止肾

病反复发作和加重。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冬虫夏草能清除沉积在

肾小球滤过膜上的免疫复合物,从而恢复肾脏滤

过功能，从根本上消除尿蛋白和血尿，降低肌酐、

尿素氮,消除水肿。 藏瑞冬虫夏草经过了德国纳

米技术和中药膜分离技术加工，将冬虫夏草在体

内的药效提高了 3倍以上，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上市 5 年来，解除了数万肾病和尿毒症患

者的痛苦，大量肾病尿毒症患者从此走向康复。

详情请咨询：0731-8815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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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 治肾病

降肌酐、消蛋白尿、消水肿，恢复肾功能

中科院基因鉴定，权威可靠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11日发布消息

说，截至莫斯科时间当天16时，在伏尔加

河发生的客轮沉没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上升至50人，逾百人失踪。获救人员名

单已经公布在紧急情况部网站上， 没有

发现华人的名字。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12日为

全国哀悼日， 并要求俄调查委员会成立

专门工作小组， 以查明客轮沉没原因及

事故主要责任人。

【倾覆】

暴风雨中，3分钟就沉没

伏尔加河是俄罗斯旅游景观，夏季吸

引不少游客观光。 作为欧洲最长河流，伏

尔加河全长3690公里，最宽处约30公里。

10日下午，一场暴风雨中，“布加尔”

号游船驶过伏尔加河最宽河段之一，突

然， 这艘双层甲板游船向右倾斜，3分钟

内倾覆沉没，180多名乘客和船员大多落

入水中。事发水域水深20米，距离最近的

河岸大约3公里。

俄紧急情况部新闻局11日表示，目

前掌握的最新数字是事发前失事船只上

共有208人。据介绍，事故发生以来，有关

失事船只上究竟有多少乘客、 船务及服

务人员一直不很确切， 主要原因是有一

些乘客登船后没有登记， 而各种消息来

源提供的信息又不是很准确。

【悲剧】

孩子从她臂弯“滑了出去”

初步调查显示， 所有乘客和船员为

俄罗斯人。 莫斯科一名官员告诉国际文

传电讯社记者：“找到生还者的可能性微

乎其微。”

多名获救者说， 游船搭载几十名儿

童，几乎全部罹难。

岸边，一名男子拥抱一名女子，痛哭

道：“（我们的）孩子还在河里。”

另一名男子说， 游船二层甲板设有

一间游戏室， 事发时大约30名儿童在里

面玩耍，“我担心，他们都活不成”。

一名女子说， 她原本紧紧抓着自己

的孩子，可游船倾覆时孩子从她臂弯“滑

出去”，“几乎没有孩子幸存。船上那么多

儿童，远远多于成年人。一些大人带着两

个、3个或者4个儿童”。

【调查】

6月刚通过安检，还有“老船”在航行

“布加尔”号1955年在当时的捷克斯

洛伐克建造， 随后几十年间接受“现代

化”改造，包括把装备的4艘救生艇削减

为2艘。然而，游船沉没前，船员只来得及

放下一艘救生艇。 萨马拉河旅游公司负

责人沃罗帕耶夫说， 目前还有三艘这样

的“老船”在伏尔加河上航行。

游船沉没原因尚待确定。 运输部发

表声明，认定“布加尔”号今年6月15日通

过例行全面安全检查。

当局已经启动刑事调查。 梅德韦杰

夫要求总检察院下属侦查委员会主席巴

斯特雷金“成立调查组，查明悲剧起因和

谁应该负责”。伏尔加河极少发生人员伤

亡惨重的沉船事件。上一起失事去年9月

发生，7人死亡。 ■杨舒怡

新华社专电 印度警方说，一列客运

列车10日晚在东北部阿萨姆邦爆炸后脱

轨，至少数十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

出事列车原定由阿萨姆邦主要城市

高哈蒂开往奥里萨邦的布里。《印度时

报》援引一名警方发言人的话报道，初步

报告显示， 爆炸当晚8时30分左右发生，

列车当时行经距离高哈蒂大约70公里的

一座城镇附近。

“4节车厢脱轨，多名乘客受困，其中

一些伤势严重，”一名高级警官说，“我们

怀疑这是一起爆炸。”

“首先传出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现场

随后陷入混乱，” 当地居民达斯说，“4节

车厢脱轨，其中一节滑出至少20米。”

法新社援引警方的话报道，至多100

人受伤，其中20人伤势严重。印度报业托

拉斯报道的受伤人数为50人。

警方尚不确定爆炸是否由当地武装

人员设置的炸弹引发。

这是印度一天内发生的第二起列车

脱轨事件。10日中午时分，一列客运火车

在北部北方邦脱轨， 已造成至少63人死

亡，另有200多人受伤。

印度一天两列车脱轨

造成300多人伤亡 一起或与“恐怖”有关

链接

老船伏尔加河沉没 逾百人失踪

俄总统：彻夜搜救 三大原因：坏天 老船 超载 暂未发现中国公民

+

+

■水上搜救

事故发生一个多小时

后， 一艘过往轮船救起大

约80人， 同时打捞起一具

女性尸体。 在事发水域附

近13座小岛上， 救援人员

没有发现逃生者。 救援人

员彻夜继续搜索， 出动超

过180人和28件特殊设备，

包括在河边架设高强度照

明装置。

■水下搜救

救援部门出动220多

名救援人员，包括80名潜

水员在水下搜寻，截至10

日晚间没有更多收获。

■沉没原因

①船舱缺乏水密舱分

隔：即没有把船舱分隔成互

不相通的舱室，一旦发生触

礁等事故， 船舱会大量进

水，导致“几分钟内沉没”。

②超载：该游船额定载

员120人，而实际承载超过

190人。

■制图/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