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1日讯 “王媛，欢迎你成为
我们福利院的一员！“昨日下午， 石门县光
荣福利院的陈院长热情地接待了王媛。背
负钢板卧床四年之久的“苦命妞”王媛在入
院治疗5个月后，被福利院工作人员从县人
民医院接出，开始了新的康复疗养生活。

“我本以为再也站不起来， 没想到现
在如此幸福。我的新生活开始了，我以后
不再是‘苦命妞’了！”出院时，王媛满脸绽
放着从未有过的灿烂笑容。 她与5个多月
来悉心照顾她的医院工作人员一一道别，
对前来接送关心她的热心群众和福利院
工作人员不断地说着“谢谢”！

王媛，一个命途多舛的女生。5岁时遭
父母遗弃， 之后被石门大山中的农民收

养。17岁时外出打工，为躲避4名无良男子
强暴，从5楼坠下摔断腰脊，因无钱治疗，
背负钢板在家卧床四年（相关报道详见本
报6月21日A20版、6月28日A17版和7月15
日A13版）。王媛的悲惨遭遇经媒体的报道
后，收到了来自广东、江苏、江西和湖南省
内的292笔捐款共计13.9万元，在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的帮助下，6月11日和6月23日，
王媛分别做了取出钢板手术和褥疮清除
手术。

王媛的体重也由入院时的30公斤增
加到了出院时的43公斤，加上最近二个月
的体能恢复治疗，目前，她除左腿尚不能
自如活动外，其他身体机能基本恢复。

■见习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张友亮

在福利院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小房间，开始新生活的王媛满脸欣喜。 聂诗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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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呼噜是大病，不治要人命
全球每天有 4000 例死亡和打呼噜有关

在很多人眼里，打鼾不是病，除了影响别人的休息和
睡眠外，打鼾本人不受任何影响。 果真如此吗？ 打鼾其实
是一种大病。

医学研究发现，打鼾所致的睡眠呼吸暂停具有很大潜
在危险，可造成全身多个系统功能损害，长期打呼噜伴随
反复的呼吸暂停就会形成“低血氧症”。轻者出现头痛、口
干、精神疲惫、白天嗜睡、记忆力减退等症状。重者诱发高
血压、肺心病、心绞痛、性功能减退、脑中风、痴呆等 27 种
并发症。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天有 4000 例死亡
和打鼾有关，治疗打鼾，刻不容缓。

治鼾症特效中药秘方公开
专治鼾症特效中药秘方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公开，

该方是以李时珍 400 年古方“止鼾养心汤”为基础，由世

界睡眠呼吸研究中
心、 中国中医研究
院联合组成的科研
专家组，经过 11 年
的刻苦攻关， 经现
代最先进的高科技
萃取制药技术精制
而成，能从根本上治疗打鼾及其所诱发的高血压、心脑血
管、心机梗塞等并发症，从而预防猝死的悲剧发生。 服用
红草止鼾胶囊 3-6 天， 鼾声变小、 呼噜暂停现象基本消
失，18 天以后呼吸通畅、打鼾消除，睡眠沉静，两个疗程基
本治愈打鼾。 经 20 多所科研机构和北京、上海十多家三
甲医院 3780 名患者的严格临床检验，疗效卓越，安全可
靠，国家卫生部、药监局直接审批为国药准字 Z20080494，
并纳为国家药典核心用药。

打鼾是病，一定要早治，中华医学会推荐使
用打呼噜专用纯中药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 此
药自上市以来，凭借其优秀的品质，深得广大患
者的信赖，以前患者普遍认为“钱没少花，罪没
少受，药没少吃，病没治好”。 然而自从服用君碧
莎红草止鼾胶囊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每天
咨询电话接连不断，道谢电话应接不暇，到药店
买药的病人排起了长队。 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
的问世， 为久治不愈的打呼噜患者带来了彻底
康复的希望，无论患病时间多长，症状多重，通
过一至三个疗程的治疗均能取得根治的理想疗
效， 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经全国二十一家权威
医疗机构临床验证：治愈率高达 98.97%，创造了
打呼噜治疗的奇迹，被国内外媒体誉为“打呼噜
患者的大救星”！
◆治好打鼾，不用担心猝死

邻居张大哥，打了几年的鼾，结果有天晚上

被鼾“打”死了。 听说那天晚上他酒喝多了，睡着
了以后硬是被“鼾”憋了过去，天没亮，人就不声
不响的死了。 我也打鼾，还好喝两口，真怕哪天
晚上就像张大哥一样突然就“走”了。 君碧莎红
草止鼾胶囊确实是好药。 服用不到一个疗程，呼
噜声就小了，而且第二天精神。 三个疗程后，我
就不打呼噜了，完全好了。 最要紧的是，治好了
打鼾，不用担心猝死！

治疗打鼾千万别拖了

10000 盒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

活动时间：仅限 11 月 2、3、4、
5、6 最后 5 天，绝不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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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科研成果研讨会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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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
呼吁

指定销售地址：
●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劳动西路大华宾馆对面）
王府井楚济堂大药房 （王府井百货负一楼）/康寿大药
房 （汽车西站肯德基往南 200米）/火车站阿波罗广场
药柜北门通道；新农合大药房（天心区书院南路 670号
新一佳对面长沙市九中旁 50 米）/楚济堂老火车南站
店 （天心区书院南路天路超市旁）/惠恩堂大药房高桥
店（高桥大市场南大门对面第 26中旁）/惠恩堂大药房
湘江世纪城店（开福区湘江世纪城星江苑江湾路星江
苑 10018号）/庆元堂大药房华夏开福店 （新河大市场
斜对面）/庆元堂大药房橙子街店 （林科大步步高超市

旁）/庆元堂大药房晚报大道店 （晚报大道 114 号上海文峰
旁）/庆元堂大药房新星小区店 （新星小区圭塘路 115 号）/
庆元堂大药房德雅路店 （德雅村盛旺超市斜对面）/庆元堂
大药房星城世家店（人民东路 398 号星城世家 106 号门面）
/庆元堂大药房恒盛世家店（天心区林木莲冲路恒盛世家正
门右边）/庆元堂大药房雨花亭店（新建西路 21 号）/庆元堂
大药房高桥上河店（广州服饰城东门左侧）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湘潭：贵富康药号（市一中对面）
●衡阳：古汉大药房（南华附二院对面）
●娄底：众一大药房九亿店

●岳阳：为民医药超市（九龙商厦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陵阁广场西侧）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桃花仑市水利局对面）
●邵阳：时珍大药房（中心医院斜对面）
●永州：康源大药房（市委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前 50米）
●怀化：百信大药房（河西明珠大酒店对面）
●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老十字街）
●吉首：博爱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记者 李永亮

“冲动害死人呀!”蹲在地上吸烟的居
民老黄套用电影《好奇害死猫》的一句台
词。

11月1日上午，株洲石峰区林化厂生
活区13栋发生一起惨剧： 二楼与三楼两
邻居发生斗殴，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令众
人唏嘘不已的是，引发命案的原因只是因
楼上拖地导致水渗到了楼下。此案顷刻间
引起了周围群众对当下冷漠的邻里关系
的热议。

【事件】 年轻租客被邻居捅死
当天上午11点，记者赶至现场时，死

者已被殡仪馆工作人员运走，民警正在调
查取证。 凶案发生地为13栋202号房内，
该房此时大门紧锁，门外楼梯间只有一副
民警换下的鞋套遗留在此。 两小时之前，
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打斗。

一名居民介绍， 当天上午9点左右，
202房内发生激烈争吵， 不久传出打斗
声，之后听到有人哭泣，民警赶到现场后
众人才知发生了命案。“胸部中了一刀，刀
子是把30厘米左右的尖刀。”一名居民告
诉记者，死者因胸部被刺致命一刀而亡。

记者走访得知，死者叫周魁，株洲县
人，今年28岁，其在附近摆摊经营蔬菜生
意，与母亲、妻儿租住在13栋302室已有
四年。凶手为202的户主朱代平，今年48
岁。行凶后，朱携家人逃离现场，已不知所
踪。

【事因】 楼板渗水酿发悲剧
一对相处已四年的近邻，为何提刀相

向？周魁的母亲向记者介绍，当天一大早，
周魁外出做生意，儿媳在卧室给才三个月

的孙子擦洗身体，不小心将水洒在了地板
上，“她就拖地，因拖把没有拧干，就漏了
点水下去。”

朱代平发现家里卧室漏水后，上楼与
周魁一家理论。 因此前发生过类似的事
情，双方已有过节，言语多有不合，不久争
执便升级为对骂。为避免事态扩大，有热
心的居民拨打了110。 在民警的协调下，
争吵最终平息。“我们答应以后注意点，不
再弄水下去。”周魁的母亲说，在她的一再
保证下，朱代平才返回楼下。

当天上午9点左右，周魁回家给母亲、
妻子送早餐。“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事，吃完
早饭，他就下楼去了。”周魁的母亲说，儿
子在二楼碰到了朱代平，朱让儿子进屋看
漏水的情况，进屋后两人发生争吵，不久
儿子便被朱用刀刺中胸部身亡。

【感叹】 邻里之间应以和为贵
与周家一墙之隔的301户主告诉记

者，当天早上7点多，朱代平确实因家中渗
水一事上楼与周家理论过，但最终酿发悲
剧是因为周魁回家后以为母亲、妻子受到
欺负，于是从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到楼下去
找朱代平。“两个人就打了起来，朱代平拿
了一把尖刀反击，刺中了周魁的胸部。”这
名居民说。

“渗点水闹丢一条人命， 害苦了两家
人。”小区居民介绍，周、朱二人性格都算
温和，不像是暴戾之人。大家纷纷叹息，是
两人的不冷静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都是老房子了，渗水总是有点的。邻
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让一步，
以和为贵，不就没点事了。”居民老陈说，
这个案子透露出当下紧张的邻里关系，值
得所有人警醒。

当地警方已对此案展开追查。

漏几滴水，丢一条命，苦两家人
楼上楼下的为渗水拔刀相向，出事后邻居感叹“冲动害死人”

本报11月1日讯“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剧本和电影。”昨天下午，在电影《幸福的
泪》的新闻发布会上，夏云华如是说道。夏
曾担任株洲市司法局局长，2007年从领导
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一心扑在小说和电影
剧本创作上，并以每年创作、出版一部长
篇小说的写作速度受到文艺界的关注。

退休后每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夏云华是邵阳武冈人，担任宣教干部

多年，1988年调至株洲政法系统， 后升任
株洲市司法局局长。 在多年的政法工作
中，夏接触到众多有关人伦道德的辛酸案
例，引发其对人性的深度思考。

2007年， 夏云华退居二线。“退下来
后，没事可做，我就想我不能饱食终日，碌
碌无为，于是开始写一些东西。”夏云华热
爱写作，多年的工作积累给予了他源源不
断的写作素材， 由此他一发不可收拾，保
持着每年创作、出版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
速度。目前，他已发表了《死囚无罪》、《终
身情人》、《独领风骚》等小说，并深受读者
喜欢。

孝心题材故事打动电影导演
去年5月， 目睹当下都市人亲情冷漠

的现状，夏云华开始着手创作一篇有关母
爱的温情故事。历时3个多月的精心酝酿，
一篇题为《幸福的泪》的长篇小说终于创
作成功。

《幸福的泪》讲述了一位母亲和亲生
儿子及养子之间的感人故事。 故事主人
公， 从小受父母娇生惯养的龙龙， 功成
名就后将母亲接到大都市以尽孝道。但
母亲与城里的儿媳因生活习惯和观念不
同，时有摩擦。母亲想与儿子倾诉，但儿子
工作忙，两人难以见面。母亲很伤心，于是
做出惊人之举，刊登广告“诚聘儿子”，并
许诺以老屋拆迁费作聘金。 应聘者络绎
不绝， 其中一名中年男子的真诚告白，
感动了老人， 原来他就是老人思念已久
的养子。

《幸福的泪》 尚未发表就获得了导演
盛先庭的关注，盛先庭找到夏云华，希望
将此片拍成电影。夏云华几易其稿，终将
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

10月31日下午，电影《幸福的泪》在株
洲召开新闻发布会。目前，该片主要演员
已基本确定著名演员苏茂、普超英、何家
驹等。电影将于11月底在株洲、武冈开拍，
预计明年5月底上映。

■记者 李永亮

“别喊我局长，我现在是‘夏编剧’”
司法局长退休后编电影，工作中的案例成创作源泉

治疗5个月出院当天即被福利院接走

王媛：“我不再是苦命妞了”

《“我只是想站起来而已！”》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