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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拥有百年老字号殊荣的梧
州药业对外宣布， 虽然结石通茶只是
一种药，但代表的却是千年壮族医学
的宝贵结晶， 为让更多患者摆脱结石
之苦，特郑重发布四项保证。

见证一： 30�分钟强效止痛
无论是胆结石引起的胸痛，肩

背痛， 还是肾结石引起的腰部绞
痛，尿道灼痛 80%的患者只需 30分
钟都会有明显缓解，当天，恶心、呕

吐等症状就会消失。
见证二：半月结石缩小一半
服用结石通茶，三天可见尿液

中有絮状物排出，排尿顺畅，浮肿
消退。 半个月 10mm以下的结石消
失，20mm 以上结石缩小一半，再无
不适症状。

见证三：大小结石一次排空
结石通茶进入体内能全效作用

于胆管，胆囊，肾脏、膀胱、尿路，将体

内结石统统化掉，不留死角，同时促
进胆囊收缩，扩张胆肾管道，增加胆
管和输尿管定向蠕动，使结石全部顺
利排出。

见证四：一次治疗再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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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杜绝结石
形成，近万名患者随访验证无一复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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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一杯茶，轻松化解体内结石

老壮医 叫停结石手术
������结石是一种代谢疾病， 多发于胆
囊、胆管、肾脏及尿道，会在体内逐渐长
大、增多，对人体的危害极大，如胆结
石，不但可以引起背、肩、胸部的巨疼，
还可以导致胆汁分泌减少，产生消化不
良、黄疸，严重的可导致肝功能下降，严
重危害健康； 肾结石则可导致尿道堵
塞、发炎、肾功能下降甚至肾坏死，严重
者甚至可导致尿毒症。结石手术虽能立
杆见影， 但患者除遭受手术痛苦外，还
要冒着切除胆囊， 损伤肾脏的风险，最
关键的是手术无法做到杜绝结石复发。

近日， 在北京举行的第 18 届
“中国结石病防治中心”年会上，我国
结石病治疗专家， 著名壮医传承人

“石头阿公”甬洪语出惊人，竟要叫停
结石手术，让在场的无数专家愕然。

原来，石头阿公通过多年临床实

践发现， 有 200 年历史的壮族奇方
“玉石茶”对于治疗结石病有奇效。不
管什么位置的结石， 多大的结石，少
则 15天，多则一个月都能彻底排空。
很多必须手术取石的患者，只需一杯
茶就能轻松化解， 而且无一例复发。
使药物治疗结石成为可能。

研究发现，“玉石茶”含有一种极
特殊的物质“多酚生物碱”，这种成分
对于结石具有极强的分解作用，能在
极短的时间内使体内结石化石成泥，
同时促进胆囊收缩，增加胆管及输尿
管定向蠕动，使结石顺利排出，集止
痛、化石、排石、防复发与一身，通过
近万例患者验证百用百灵。

据使用过的患者介绍，服用玉石

茶不同于以往任何药物，一喝下去就
感觉胸口、 腰部微微发热， 特别舒
服， 半个小时左右结石引起的疼痛
明显缓解， 最快 3 天就可看见尿液
中有絮状物排出，不手术、不碎石，
每天服用一次就能轻松化解体内结
石，很是方便。

目前， 我国壮医壮药发展研究
会已授权中华老字号企业梧州制药
集团对“玉石茶”进行开发生产，现
已全面通过协和医院、 上海中医药
大学等 12 家权威机构临床验证，并
获得国药批号 Z45020818，被正式命
名为“中华结石通茶”已在全国各地
相继上市， 我市患者可通过电话
0731-89850663��85597513 了解。

�������我是多发性尿路结
石， 肾里 3 颗， 尿道 1
颗，膀胱 1 颗，站着疼，
坐着疼，上厕所疼，还尿
血， 发作起来死的心都
有， 去医院大夫说多发
性没法手术，只能捱着。
可万万没想到连医院都
没法的结石， 喝了一个月结石通茶，5颗结
石没了 3，尿血也好了，大夫都不敢相信，而
且 B 超显示一颗将近 3cm 的肾结石只有
不到一半大， 照这样发展再有个十天半月
的结石就能全部消失，结石通茶真是不错，
怪不得人家敢发布保证，壮医壮药不含糊。

胆结石 5、6年了大小不到 10颗， 不光
疼，还口臭，恶心，有一
次一个小结石正好卡
在胆管口， 差点没疼
死，医院一直建议手术
把胆摘了，但听做过的
病友说摘了胆囊不但
对肝功能有影响，结石
照样会在胆管里长。 过
五一时儿子给买来结
石茶， 喝了半个小时胸痛， 背痛就轻了很
多，半个月时去做 B超检查 10 颗变成了 4
颗，剩下的也小了很多，前两天又做了一次
B 超结石全没了，胆管、胆囊溜光溜光的，
大夫说这辈子结石都与我无缘了。

B超作证，中华老字号发布 4项见证

不到一个月，5颗结石喝没 3
疗效用事实说话

��买8赠2
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咨询热线：0731—

89850663
市内免费送货

友情提示： 前30名打进电话者有更多惊喜
免费送药 药到付款

每天一杯茶，保住了我的胆

喝茶化结石
急寻 6类人

一、多发性、顽固性结石患者
二、胆结石、胆管结石、胆囊炎患者
三、肾结石、膀胱结石、输尿管结石患者
四、术后复发患者
五、多方治疗无效，准备手术的患者
六、结石引发肾炎浮肿、血尿、膀胱炎患者

★国药准字：Z45020818
★国家结石防治中心指定用药
★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百年中华老字号荣誉出品

张先生 47岁 省科技馆

刘女士 50岁 科大教师

85597513

本报9月5日讯 戴假发、 男扮女装，这
不是喜剧，而是现实的悲剧。因无法挽救婚
姻， 株洲男子刘贵连捅妻子十余刀将其杀
害。今天，因涉嫌故意杀人，刘贵被株洲市
石峰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刘贵今年41岁，株洲市石峰区人。他原
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唐丽贤惠漂亮，
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今年初，因为一些
家庭琐事，夫妻间发生了一些矛盾，两人均
未能冷静处理，唐丽提出离婚，刘贵执意不
肯，不久唐丽离家不归。

7月29日清晨， 刘贵给唐丽打电话，问
对方在哪里，唐丽不愿说，双方在电话中发
生争吵。刘贵突然冒出杀死妻子的念头。他
上街买了把水果刀， 找了个5升的矿泉水
瓶，装了30元钱的汽油。回家后，他戴上假
发，化了妆，穿上妻子的工作服，租一辆摩
托车顺利溜进妻子唐丽所在的工厂车间。

唐丽一眼就认出了刘贵， 她知道来者
不善，赶紧往外跑。刘贵拧开瓶盖，将汽油
泼了出去，但未泼在唐丽身上，唐丽的同事
闻讯跑过来抢汽油瓶。

见唐丽已跑出车间， 刘贵丢下汽油瓶
紧追过去， 并掏出水果刀朝妻子的后背捅
了一刀，唐丽应声倒地，刘贵上前追问妻子
“后不后悔”，得到唐丽“一点都不后悔”的
答复后， 刘贵拿着水果刀对着妻子一阵猛
捅。

然后，刘贵跑回妻子的工作车间，点燃
了地上的汽油，后被唐丽的同事制服，唐丽
因抢救无效死亡（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刘亮

本报9月5日讯 今天上午10时，衡
东某山区的炮兵阵地上， 一排排口径
122毫米的榴弹炮在阵地上一字排开，
雄壮的炮口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苍穹。

“炮弹装填完毕，发射！”随着一声
令下， 我方阵地上响起震耳欲聋的炮
声，一排榴弹炮从炮口的火光中呼啸而
出，远处传来刺破晴空的尖叫声，炮弹
穿越层层山峦，一分钟后，10公里外的
“敌方”阵地传来隆隆爆炸声。

“准确命中目标！”前沿观察哨所传
来捷报。

这是湖南预备役师2011年“预备
役部队新形势下实弹演练”的群炮齐发
一幕。军事演习从9月2日开始，历时5
天，旨在检验部队快速动员能力和新形
势下的作战水平。今天是演习的第4天，
主要是炮兵实弹射击。

炮兵实弹演习从早上8时开始，首
先进行的单炮精度射击，每门5发炮弹，
各炮手在炮长指挥下，通力合作、密切
协同，在数秒时间内完成开栓、定诸元、

装填弹、击发四个步骤，射击完毕后，指
挥观察所现场观测计算射击成绩，一炮
班首发命中，5门炮弹无虚发。

随后进行的是营连火炮集中火力
射击，每个连2个指定目标、全营集速射
3个目标，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全场炮
声震天、火光四射，百余发炮弹准确命
中指定目标，指挥观察所顿时响起热烈
的掌声。

省军区司令员张永大、广州军区训
练动员部副部长易克勤、湖南预备役师
师长刘晶柯、政委李尚林等领导观摩了
整个射击过程。

张永大在实弹射击结束后强调，湖
南地处战略要冲， 是未来作战的前沿，
必须认清形势，居安思危，进一步增强
搞好预备役部队建设的使命感和紧迫
感，湖南预备役师组织实弹射击，认真
探索和把握预备役部队建设的特点和
规律，其成功经验值得全省学习。

■记者 李国平
通讯员 唐迪 罗旦 郭荣志 9月5日，衡东县某山区，湖南预备役师炮兵分队实弹战术演习在此进行。 记者 童迪 摄

湖南预备役师衡东炮兵实弹演习

百余炮弹精确命中10公里外目标

男扮女装
捅杀妻子
这个凶残的丈夫
被批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