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挪威媒体26日报道，制造奥斯陆爆炸案和于特岛枪击案的挪威“超级

杀手”布雷维克已经被他所在的挪威反对移民的极右翼组织“挪威人保卫联

盟”开除。

“挪威人保卫联盟”负责人莱纳·安德烈亚森说，布雷维克思想“太极端”，

他常独自行动，在互联网论坛和社交网站上有许多网名。对他制造爆炸事件

和枪击事件，“我无话可说。想到他是成员，我很悲哀。我决定开除他。”

另据报道，布雷维克的辩护律师利佩斯塔26日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说，

布雷维克“精神不正常”，自称处于战争状态，因而可以打死那些人，并自认

为他今天的行为60年后就会被人们所理解。

利佩斯塔说，布雷维克制造于特岛惨案前服下多种药物，以确保自己90

分钟开枪射击期间“有力、高效、清醒”。问及布雷维克是否对丧生自己枪口

下的年轻生命有所触动，利佩斯塔说，嫌疑人一直表现得相当“冷酷”，没什么

人情味。 ■综合新华社

挪威警方26日晚在奥斯

陆爆炸案和于特岛枪杀案凶

手布雷维克的住地发现并引

爆了大量爆炸物。警方认为就

地引爆比将它们运往别处更

为安全。但警方没有说明他们

是何时发现这些爆炸物和爆

炸物类型。

凶手住地引爆

大量爆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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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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王堆一品大药房

（马王堆陶瓷市场 B栋原农村信用社）、 庆元堂大

药房：（华夏新一佳店/晚报大道今朝店/林科大橙

子街店/新星小区店/新建西路店/德雅路店/人民

东路星城世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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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人民药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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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分钟残杀68人后才看到警察

挪威“杀人狂”自己都很惊讶 警方自辩：直升机驾驶员休假了，渡船超载抛锚了

当布雷维克在于特岛大肆枪杀无辜民众时，他原以为挪威

的特种部队会迅速从天而降，将他制服。然而，事实却恰恰相

反,警方在枪击案发生90分钟后才赶到现场。挪威警方的迟钝

反应，引发民众的强烈质疑。国际反恐专家也指出，这种迟钝完

全无法得到原谅。

据美联社报道，挪威警方特种部队

在枪击案发生后90多分钟才赶到布雷

维克的面前。据悉，特种部队甚至没有

直升机，前往于特岛的25英里的路程只

能依靠汽车和船作为交通工具，并且他

们使用的船只甚至中途抛锚，在一艘民

用船的援助下才得以登岛。布雷维克在

特种部队到达后选择了投降，但那时他已

经开枪打死了68人。

于特岛枪击案的幸存者称，枪击案件

发生时，他们不断打电话给紧急求救热线，

但接线员却拒绝接听与奥斯陆爆炸案无关

的电话。 当警方意识到有一名枪手正在于

特岛上杀人时，已经过去了近半个小时。

【幸存者说】 打了半小时电话没人接

警方发言人亨里克斯伯证实，整个

挪威只有一架警用直升机，停靠在奥斯

陆北部的机场，并且只有4个座位，包括

两个驾驶员座位和一个设备管理员座

位。“这架直升机从未被分派任何运送

人员的任务，更别说是特种部队了。”更

令挪威警方尴尬的是，所有的直升机飞

行员在案发当天都在休假。

据称，特种部队曾计划动用军方直

升机，但最终认为要等直升机从40英里

远的军事基地飞过来耗费的时间太长

而放弃。而当他们驾车来到码头，等待警方

将唯一的渡船开过来， 又因为人员过多导

致超载，引擎进水无法启动，随后向一名游

客借用了船只才得以登上于特岛。

布雷维克的辩护律师利佩斯塔26日透

露，就连布雷维克本人也很惊讶，他进入于

特岛时完全没有受到警方的盘查， 并且得

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开枪杀人。

“他原以为在爆炸案后被杀，对于能成

功制造枪击案，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利佩

斯塔说。

【警方坦言】 整个挪威只有一架警用直升机

挪威警方发言人弗雷德里克森26

日回应外界质疑声称，这些评论“毫无

价值”。“我们有能力，我们是专业的，但

同时我们也是人。”他说。警方还辩称，于

特岛枪击案发生前，警方正致力于奥斯陆

爆炸案的后续工作，协助幸存者脱困。

【回应质疑】“我们是专业的，我们也是人”

国际社会上的专家26日纷纷指出，

挪威政府和安全部队的反恐应对能力

实在是过于缓慢，必须从这次惨案中得

到教训。 奥斯陆大学法学教授安德奈斯

就指出说：“在90分钟的时间内，孩子们遭

到屠杀，警方本应该更早赶到。无论出于

任何理由，这样的迟缓都无法被原谅。 ”

东伦敦大学反恐研究部门负责人

西尔克指出，挪威警方由于“没有应对类

似恐怖袭击的经验，因此整个反恐体系不

太完善”。 华盛顿大学国内安全政策研究

所负责人奇卢福更是指出，挪威反恐部门

“缺乏足够的远见， 没有意识到对手的破

坏程度会这么大，而这恰恰是任何反恐部

门必须具备的能力：计划应对可能发生的

最糟糕场面。”

【专家观点】 这样的迟疑无法被原谅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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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太过极端

挪威极右翼组织开除他

律师称其“精神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