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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结石，通过药物溶石一直是

患者的最大心愿，然而无数次事实证

明这只是一种奢望。 最后不得不接受

切除胆囊、 体外碎石和取石手术，但

临床显示切除胆囊后将近 80%的人

会再发胆总管结石、 肝内胆管结石，

90%的人会出现消化系统疾病。 而体

外碎石在碎掉肾内结石的同时还会

对肾小球造成损伤， 影响肾功能，手

术对肾脏的损伤则更加直接，但最让

患者无法接受的还是再次复发。 最近

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的一则报道，

让无数结石患者看到了药物化石，根

治结石的希望。

在广西梧州一说起石头阿公甬

洪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我国著

名的壮医传承人，专攻各种结石。 无

论是多少年的结石， 什么位置的结

石，多大的结石，不手术，不碎石，少

则 15 天，多则一个月都能统统化掉。

有人统计，阿公一生化掉的各种结石

加在一起足有一吨。 很多必须手术取

石的患者，找到石头阿公，只需一杯

茶就能轻松化解，而且无一例复发。

喝茶化结石，且无一例复发！

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石头阿公先从结石的成分解释

道：无论是何种结石，其成分基本相

同，均为草酸钙，这种成分本身并不

难被溶解， 为什么很多药物无效呢？

主要是因为在结石的表层包裹着一

层高密度的矿物质，极难被溶解。 因

此要想化掉结石必须先化掉结石的

“壳”。

至于如何做到不再复发，就必须

了解结石的成因，众所周知，人体摄

入的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会产生大量

的代谢废物，草酸，这些草酸主要通

过肝脏和肾脏代谢排出体外，当肝肾

的代谢功能下降时，这些草酸就会和

体内的钙质结合，形成结石，淤积在

胆囊、胆管、肾盂、输尿管、膀胱等代

谢器官内。 因此提高肝脏和肾脏的代

谢功能是根治结石不复发的根本。

神奇壮药，溶“壳”化石

疏肝胆，强肾功，杜绝复发！

几十年来，石头阿公治愈了无数

结石患者，很多人夸阿公神医，但阿

公却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大自然

所赐。 阿公介绍在广西文山一带有一

种奇特的植物， 所生之处 10 米以内

化石成沙，将其浸泡熬制，对包裹在

结石外的矿物质“硬壳”具有极强的

溶解作用， 因其形状酷似金钱草，被

称为广金钱草，再配以 7 味具有溶石

化石，疏肝利胆，通淋强肾的壮药协

同发力，对胆、肾、尿路结石，具有药

到病除之效。 根据几十年的应用，百

用百灵。

经现代科技研究分析，广金钱草

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多酚生物

碱”，它就像是治疗结石的排头兵，先

将结石外的硬壳打破，使药物中的有

效成分能直接作用到结石，将坚硬的

结石逐渐溶解成泥，同时促进胆囊收

缩，舒张输尿管，使胆管和输尿管定

向蠕动，这样被溶解成泥状的结石就

会顺利随尿液、大便排出体外。 结石

没有了， 肝肾的代谢能力提高了，从

此再不受结石之苦。

献奇方，制新药

求国人再无结石之苦！

据报道，近年已有多国药企巨资

求购阿公奇方，阿公秉承悬壶济世之

心，已将该方无偿上报国家，以求更

多国人摆脱结石之苦，国家特批国药

准字 Z45020818，命名为“结石通茶”

同时责成国家壮医壮药研发基地，百

年老字号企业梧州制药集团开发生

产。

经了解，日前结石通茶已顺利通

过协和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等 12

家权威机构临床验证， 临床显示：服

用结石通茶，30 分钟就能迅速起效，

胸痛、肋间痛、腰部绞痛、隐痛、尿痛

可明显缓解，恶心、呕吐消失。 3 天左

右可见尿液中有泥沙状物质排出，半

个月 10mm 以下的结石消失，20mm

以上结石小一半，再无不适症状。 服

用 2-3 个疗程，体内各种结石彻底排

空，胆、肾生理功能加强，代谢能力提

高，从根本上防止结石复发。

相关链接： 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因结石通茶化石排石疗效确切，国家

特授权使用中华牌商标，已在国内上

市， 患者可拨打电话 0731-89850663

了解详情。

结石通茶适用于： 多发性结石、

胆结石、肾结石、尿路结石、胆囊炎、

肾积水、肾炎水肿、血尿。 购买时请认

准中华牌商标和中华老字号标识。

胆结石、肾结石、尿路结石，不手术，不碎石

奇人奇方， 天化掉体内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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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石通茶全省经销地址： 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东

塘楚仁堂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药品柜、侯家塘新一

佳药柜、东塘星城大药房、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东

塘平和堂药品柜、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火车站

楚明堂大药房、火车站仁寿堂药号、南门口好又多

药柜、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黄金海岸楚明堂

大药房、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井湾子新一佳崇源

堂大药房、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火星镇楚济堂大

药房、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东风路楚仁堂汽车城

店、汽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河西枫林路楚济堂大

药房、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长沙县：榔犁九芝堂大药房 星沙：旺鑫大药房

望城： 九芝堂康民大药房 宁乡： 神洲大药房 浏

阳：钰华堂大药房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河西炎帝广场人民

药店、株洲平和堂药号、礼陵：心连心大药房 攸县：

和协大药房 茶陵：阳光大药房（中天大酒店旁）炎

陵：益康大药房 株州县：渌口人民药店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

长青药号西站店、长青药号宝塔路店、泽仁堂（潇湘

宾馆对面）

岳阳：你好大药房、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湘阴：江

东大药房 汨罗：济仁堂大药房 华容：益康大药房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医院旁）、江东

国泰药房 （广东路口湘江宾馆旁）、 千方百剂药房

（和平北路原金鹏超市斜对面） 南岳： 庆一堂药店

（独秀西路 192号）、 百姓缘评价药房 （南街 37 号）

衡山：国草堂大药房（县人民中路 42 号花鼓剧院斜

对面下行 100米） 衡东：诚信大药房（鑫东宾馆旁）

祁东：洪诚大药房（横马路车站街 9 号建设银行旁）

耒阳：广济堂大药房(千惠超市一楼)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步行街西侧）、战备桥大药

房（战备桥红绿灯路口） 临澧：安济堂（朝阳市场

店、石门：步行街大药房 澧县：好心人大药房（步

步高二楼） 津市：春天大药房 安乡：麒麟堂药店

汉寿：福春堂大药房 桃源：正康大药房（邮电局对

面）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桃江：康

泰大药房 安化：益汉大药房各大连锁 南县：老药

工大药房

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 69号第一人民医院前

50 米） 资兴：步行街大药房、永兴：仁济药房(南大

乔兴) 宜章：福寿康大药房（汽车总站对面）

娄底：新一佳超市康熊药店 橡果国际 涟源:市

政府对面心健药房 冷水江: 新天地大药房 新化:

大桥药店 双峰:新华联旁永济堂药房

怀化：东方大药房

邵阳： 时珍大药店 （宝庆中路中心医院斜对面）

邵东：中西药店（解放路 20 号） 隆回：敬和药店（大

桥路 48号汽车南站出口旁） 武岗： 南门口中心大

药房（过水南桥 30米）、芳芳药店（迎春亭心连心超

市对面）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零陵永

宏大药房（商业城旁） 零陵：永隆大药房 祁阳：百

益药房（人民医院斜对面） 凤凰园：康唯一药房

吉首；博爱大药房 凤凰县：春意大药房、龙山

县、久知堂大药房 保靖县：医药零售总店

张家界： 御芝堂大药房 慈利： 家和美大药房

（火车站旁）

律师说法

调解员、宣讲员、志愿者……长沙市广大

“五老”参与社区管理、化解社会矛盾、做好群

众工作，他们的身影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

“师傅们，歇一歇吧，来喝杯凉茶啰！”在岳

麓区白鹤咀社区教师新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工

地上， 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奶奶的身影，她

叫杨湘凯，是退休教师。工程自开工以来，她天

天坚持给施工队员送凉茶，被工友们亲切地称

呼为“杨妈妈”。

拆迁时，人人都想要多拿拆迁款，可在雨

花区雨花亭街道井塘村却有个王六爹，不但自

己带头拆迁，还跟儿子砍起了价。王六爹叫王

六林，他家有个1100平方米的厂房。为腾地发

展村里集体经济面临拆迁。

“我家厂房至少值300万元，没想到老爸一

下就砍掉了四分之三！” 说起父亲跟自己“砍

价”， 王六林的儿子坦言当时真是想不通。“村

里的土地价值没有被充分发掘， 要是集约经

营，人人都能当股东、分红利，一世受益。”王六

林不但说服了儿子，还带动了堂弟和侄儿主动

拆迁。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廖玉姣 曾韧

本报悉尼7月20日讯“浏阳河，弯过了几

道弯……”这首耳熟能详的湖南民歌，于澳大

利亚当地时间7月18日晚8点，响彻悉尼歌剧院

的音乐厅。 这是田汉·明德学生艺术团悉尼歌

剧院专场演出的现场。能容纳2000人的音乐厅

座无虚席，许多华人华侨在这经典中国风的民

歌民乐民舞里将乡愁狠狠地抒发了一把。

快乐女声郁可唯在观众的尖叫声中出场

演唱《浏阳河》，乡音乡情的激发，现场观众情

不自禁地一起哼唱。作为公共大戏台经典越洋

记的升华篇章，整场演出从传统民乐，到湖南

特色文化的舞蹈，再到传统花鼓戏表演，原汁

原味的中国风，不仅让1800名现场华人和澳大

利亚友人大饱眼福，也让来到现场的湖南老乡

有了归家的感觉。 ■记者 秦昊

家门被人泼涂油漆，李女士和孩子不敢

回家。 实习生 张泰 记者 武席同 摄

新居大门被刷“不还钱别想住”

前夫欠债，李女士屡遭骚扰有家不敢回

悉尼歌剧院唱响《浏阳河》

田汉·明德学生艺术团出国表演湘味十足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的陈平凡律师

介绍，按照相关法律，在高利贷借贷关系

中， 超过国家基准利率4倍的那部分收益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而债权人采取损坏借贷者财物逼其

还债，造成损失较大的，公安机关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给予

债权人行政处罚；若造成借贷者财物损失

较严重的，债权人还有可能被以“故意损

毁公私财物罪”论处。

陈律师补充，在此案中，借贷者与李

女士解除了婚姻关系，债权人更加没有理

由采取损坏财物和威胁的方式来讨债。

(王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债权人向李女士讨债，无理！

经历这场虚惊后，李女士再也

不敢带女儿住在东岸锦城小区的

新房里了。她将女儿送到了爷爷奶

奶家，自己则寄宿在朋友家。

7月17日下午， 李女士回家取

换洗衣物，刚走到家门口，她傻眼

了。 门上被人用油漆刷了6个大

字———“不还钱别想住”。

作为一个弱女子，经过不明男

子近3个月的轮番骚扰， 李女士彻

底崩溃了。她立即赶到派出所报了

案。

末了，李女士说，如果前夫朱

泽忠看到了这篇报道，为了女儿的

安全，希望他尽快现身把自己的债

务问题解决了。

一个弱女子离婚后带着女儿独自生活， 本来就不容

易了，可她还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盯上了。隔三岔五就有

人上门来骚扰，刷字、堵锁眼……对方“恶搞”手段五花八

门。 更恐怖的是，7月17日， 她家门上被人刷了6个大

字———“不还钱别想住”。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谢鸿翔 曾金莲 邹曾燕

2009年， 家住芙蓉区东岸乡

的李女士和前夫朱泽忠结束了长

达7年的婚姻，李女士把年幼的女

儿小仪留在了自己身边。

李女士说，离婚前，她就帮朱

泽忠还了5万元高利贷。 离婚后，

李开始装修位于东岸锦城小区的

房子，希望和女儿过安宁的日子。

今年年初，李女士带着孩子搬

进了东岸锦城小区的新房。 然而，

从4月份起，她家的防盗门经常莫

名其妙遭人“恶搞”。“有一次门锁

被塞满了口香糖， 有回是塞了牙

签。”

起初，李女士并未将这些“恶

搞”和前夫朱泽忠扯上关系。直到

5月份，她先后接到了好几个陌生

男子的来电，对方均称朱泽忠欠了

他们十多万元的高利贷，要求李女

士迅速还钱。

李女士向对方解释，她早已与

朱泽忠解除了婚姻关系，朱的债务

不能赖上自己。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回想

起最近一次女儿在学校被威胁的

经历，李女士现在还感到后怕，“他

们竟然冲到我女儿学校，然后打电

话威胁我。”

李女士女儿小仪今年读三年

级，7月10日是领成绩通知单的日

子。“那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男

子的电话，他说，我女儿在他手上，

让我快还钱。”

李女士说当时她“发疯似地”

跑到学校，小仪虽受了惊吓，但所

幸毫发无损。“女儿告诉我，当时进

来了4个男人， 问她是不是我和朱

泽忠的女儿， 随即就打电话给我

了。”

期待前夫能现身解决问题

讨债人跑去学校威胁她女儿

新房莫名遭人“恶搞”

天天送凉茶、带头搞拆迁

爹爹娭毑作用真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