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起案件，三名被告人，都是激于
一时之愤，出手伤人。

见多了少年人因血气方刚犯下的
过错，回看这三名年过不惑“60后”的
过激犯罪，不免令人叹息：人到中年，
本是平和心态、修身养性的阶段，如果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任性而为，难免
会犯下和青少年一样的错误。 别让自
己成为情绪的奴隶。

■记者 王智芳 龚化
通讯员 黄姝 实习生 杨章程 谭见

别成为情绪的奴隶
记
者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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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青藏冬虫夏草补贴救助，买 20送 20、买 30送 40、买 50送 70，39.6元 =4天量

青藏冬虫夏草特供救助

冬虫夏草 誉为“中药之王”
冬虫夏草能

起死回生， 它对
九大类疾病：呼
吸系统疾病、心
脑血管疾病、肝
病、肾虚、肿瘤放
化疗、术后产后、
妇科病、失眠、体

弱免疫差等效果显著，被誉“中药之王”。
超级抗衰老 持久年轻

用冬虫夏草粉末涂老年斑一个月老年斑变

淡。 吃半年老年斑消失。 衰老是体内的自由基
使细胞氧化变性。 皮肤细胞被氧化就粗糙起皱；
内脏细胞被氧化功能下降身体差。冬虫夏草清除
自由基，使人保持年轻态。

世界最好冬虫夏草产地：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

青藏冬虫夏草只选用生长在青海省东南部
果洛藏族自治州海拔 4000米以上的纯野生冬虫
夏草，品质珍贵，此地虫草以生理特性强、药用价
值高、个大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是全世界品质
极高的冬虫夏草。

虫破膜、草破壁，吸收率达到 90%以上———非常省钱

权威报道：虫草新吃法
2010年 3月 3日,《科技人生》节目，深度报道

了冬虫夏草破膜破壁的新吃法： 青藏冬虫夏草科
研人员采用超低温超微粉碎技术， 成功实现了虫
破膜草破壁， 并将之粉碎成 2000目超微粉末，稳
定后装进胶囊里。

新吃法吸收率高达 90%以上， 大大降低服用
量及成本。极大地减少了浪费，让大多数人吃得起
了，每天的服用成本大幅降低。

专家教你选纯正冬虫夏草
青藏冬虫夏草研究中心张主任说：选择纯正

的冬虫夏草胶囊，需要看清 3 点：1、纯正的冬虫夏
草都产自海拔 4000米的雪山草甸上， 形状饱满、
颜色纯正，以青海所产最佳；2、通过国家相关部门
28 层逐级审查，被准为“冬虫夏草”胶囊；3、原产
地、正规厂家生产。

青藏冬虫夏草胶囊， 精选青海果洛野生冬虫
夏草为原料，采用高科技制成胶囊，并通过国家相
关部门审查，我们郑重承诺：如果在市场上买到含
量和我们一样，但价格比我们低的冬虫夏草，我们
不但无条件退款，还将双倍返还。

1、守护生命 护心养脑的极品
冬虫夏草有极强的清除血液垃圾作用，

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改善造血机能，营养
心肌，恢复血管弹性，改善血液循环。
2、虫草润肺 痰咳喘的圣方

痰咳喘，一周咳喘减轻痰量减少；连服 3
个月恢复肺支气管功能，病痊愈不复发。
3、祛病强身：肾虚者的回春之药

冬虫夏草，强肾固本阴阳同补，保护肾小
球，防止肾纤维化，是肾炎不可缺的药。
4、自古就是肝病克星

冬虫夏草调节病毒性肝炎的免疫水平，
增强肝脏祛毒能力，还可以消除脂肪肝。
5、益脑安神 失眠人的催眠曲

冬虫夏草从根本调理失眠，入睡容易，三
天找回深睡眠，长期吃抗衰老保持年轻。
6、抗肿瘤效果显著

冬虫夏草吞噬肿瘤细胞的效果显著；并

能明显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
7、放化疗的“苦海之舟”

它能明显提升白血球和血小板数量，迅
速改善放化疗后呕吐恶心、 胃口差、 头发脱
落、失眠等症状；长期服用防止肿瘤复发。
8、免疫差、术后、产后者首选

冬虫夏草包括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微量
元素、促进伤口愈合的酶、抗体等，是术后产
后病人康复首选。免疫差、经常生病的人，吃 3
个月即可体魄强健、浑身有劲儿。
9、有助消除糖尿病并发症

冬虫夏草能够净化血液，恢复血管弹性，
是从根本上解决视物模糊、瘙痒、乏力、坏疽
等糖尿病并发症。
10、妇科病的“隐形手术刀”

冬虫夏草对女性痛经、 月经不调、 阴道
炎、 附件炎、 子宫肌瘤等妇科病都有很好效
果；还能推迟女性更年期。

常吃青藏冬虫夏草 十种病好得快常吃青藏冬虫夏草 十种病好得快

温馨提示：认准青藏纯正冬虫夏草，由玉树竹节寺活佛开光祈福，每盒 39.6 元，平均每天 4 元钱！
������冬虫夏草被称为“百药之王”，被古代多部药典称之为“仙草”。 为了验证国家级———“青藏冬虫夏草胶囊”对九类疾病的确切疗效，青海冬虫夏草保护协会特组织了 30000盒“青藏冬
虫夏草胶囊”，经玉树竹节寺活佛开光，感谢全国人民对玉树同胞的关心，。

青海直销的“青藏冬虫夏草”直接配送到消费者手里，砍掉中间环节，每盒只需 39.6元，消费者平均每天不到 4.2 元钱就能吃上纯正、野生的冬虫夏草，在这里我们请全国人民作证，
如果在市场上买到含量和我们一样，但价格比我们低的冬虫夏草，我们不但无条件退款，还将双倍返还；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治愈疾病的好机会，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需要青藏冬虫夏草胶囊，请您马上拨打电话 0731-85596903��85597513 报名，均可获得
5-10个月的“青藏冬虫夏草胶囊”。

由于此次疗效验证活动数量有限，时间较短，还望广患者抓紧时间报名领取,赠完为止，绝不多赠!您也可以留下您姓名电话，我们后期做全程指导治疗!

公告

青藏冬虫夏草 2000 万大放送 仅限 3 天抢购热线：0731-85596903
每天仅限前 100名。 （免费送货，药到付款）

冬虫夏草全省经销地址：
长沙：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
东塘星城大药房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南门口好又多药柜
东塘平和堂药品柜
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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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人民药店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
营步步高斜对面）
岳阳：你好大药房

衡阳： 古汉大药房（解放路
店）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步行街
西侧）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
局斜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 69
号第一人民医院前 50 米）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步步高

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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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
委正对面）
吉首：博爱大药房
张家界：御芝堂大药房

西宁康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5597513

时间：9月13日
地点：天心区法院刑事审判庭

犯事的是一对夫妇， 丈夫今年45岁，妻
子46岁，都是外地来长的务工人员。今年5月
14日，刘德华来长沙开演唱会，这对夫妇为
了一睹巨星的风采，逃票进场，还把两个在
现场维持秩序的民警给打了。

法庭上，夫妇俩一直黑着脸，简单地回
答了庭上的提问。上午11时，庭审结束，夫
妇俩低头避开镜头， 不愿意与记者谈及此
事。下午5时，天心区法院宣布判决书，夫妇
两人因妨害公务罪，均被判处拘役四个月零
十五天。

溜进体育馆看演唱会
这对夫妻，丈夫姓陈，妻子姓王，租住在

长沙浏城桥。今年5月14日晚上8时，夫妇两
人吃完晚饭，来到贺龙体育场东广场附近散
步。体育场内人声鼎沸，听上去很热闹。王某
很好奇，一打听，才知道刘德华今晚在贺龙
体育馆开演唱会。

同为60后，刘德华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走

红至今，一直是夫妇俩心目中的偶像。听说
偶像就在数百米之外的场内开演唱会，夫妇
两人很激动，想进去看看巨星的样子。可是
他们没有票，望着检票处的执勤民警，两人
只能站在场外干着急。

陈某眼尖，他发现第一道由水马围成的
护岗已经被人拉开，露了个小口子，周围并
没有人看守。两人悄悄溜了进去，趴在第二
道水马护岗上看起了演唱会。

不肯退场和民警冲突
看了不一会， 一名年轻民警走了过来。

由于夫妇两人没有票，民警请他们退到第一
道水马护岗外面去。难得见一次偶像，他们
不肯走。

“我们只是在第二道护岗外面听， 并没
有越过护岗线进入场内，为什么要赶我们走
呢？”王某不理解。民警向她解释，为了维持
演唱会的秩序，避免发生混乱，要凭票才能
进入第一道护岗线。

陈某说，当时他就是僵着不动，年轻民
警推了他一把，结果把他推倒在地。陈某从
地上爬起来后很愤怒，他起身揪住了年轻民警
的衣领，两人拉扯成一团。见丈夫受制于人，王
某也冲过来助阵。拉扯中，年轻民警的衣服被
夫妇俩撕破，脖颈处也被拉了一道口子。

旁边的一名老民警听到争吵声，赶来制
止冲突。王某又丢开年轻民警，拖扯住老民
警的衣服。直到其他民警赶到增援，才制止
了这场混乱。

逃票进场看华仔，夫妻共演“全武行”
这对60后夫妻因妨碍公务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零十五天

时间：9月13日
地点：天心区法院刑事审判庭

被告人刘玉林48岁，是一位中年男人，
光头，脖颈、手臂上青筋毕露，看上去挺凶。
但在法庭上，他一直低着头，法官问什么答
什么，细声细气，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牌桌上拿刀捅向牌友
今年1月26日凌晨1点， 中年男人刘玉

林和三名麻友在天心区解放四村一家麻将
馆打牌。牌桌上，一名牌友喝多了酒，出牌
略有迟疑。刘玉林是个急性子，他抱怨牌友
不够利索。牌友也有点喝大了，听不得刘玉
林啰嗦， 起身操起屁股下的凳子就砸向了
他。

在随后引发的混战中，刘玉林抽出腰
间的尖刀，刺向牌友的腹部。牌友用手来
挡，他又砍伤了他的手指。闯祸后，刘玉
林躲开满屋子惊愕的眼神， 逃离现场。直
至今年6月16日，他因故意伤害罪被民警
抓获。

这是刘玉林第二次站在法庭上， 第一
次是在1990年2月。 同样因为故意伤害罪，
他曾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
刑，2007年1月才因减刑被释放。

受害人求情，判刑7个月
被捕后一个月， 刘玉林的家人赔偿了

伤者2.8万元。经过调解，刘玉林最终也取得
了对方的谅解。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害人上
书审判长，请求法院对刘玉林作出轻判。

“以前伤人坐过牢，有仇家，所以身上常
常带着刀防身。 那天他如果不是喝了酒来
打我，我绝不会拿刀来伤他。”刘玉林向记
者解释过他身上带刀的原因后，顿了一顿，
神色懊恼：“我的脾气很冲，害人害己。这次
不知道又要进去多久。”

法院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对刘玉林做
出量刑。“犯罪嫌疑人曾因故意伤害罪被
判处过有期徒刑，系累犯。但念及此次犯
罪已经赔偿了被害人所有经济损失，并取
得了被害人的谅
解， 且认罪态度
较好， 本院判处
其有期徒刑7个
月。”审判长宣读
判决书。

“防身”用的刀，这次捅伤了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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