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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6日讯 株洲天元交警今天宣
布， 上周一发生在该市泰山路的交通肇事
逃逸案告破。让民警颇为惊讶的是，肇事者
竟是一名18岁的在校学生， 其肇事致人死
亡后，竟然照样去学校上课。

11月28日下午4点50分左右，天元交警
大队接到报警称， 辖区泰山路财政局路段
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民警迅速赶至
现场展开调查， 伤者沈女士被紧急送往医
院，但终因抢救无效于12月5日死亡。

目击者介绍，事发时，沈女士由南往北
过马路， 突然一辆摩托车由东往西疾驶而
来，将沈女士撞倒在地。但对方没有停车，
反而很快朝炎帝广场方向开去。

案发后，天元交警大队成立了专案组。
经过大量的摸排走访， 民警基本确定肇事

车为一辆黑黄相间的女士踏板摩托车。12
月3日， 经过对嫌疑车辆行驶路线的追踪，
民警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12月5日晚，
民警在王某家将其抓获。归案后，王某才知
道，一周前被自己撞倒的路人，已于5日因
抢救无效死亡。

据介绍，王某今年18岁，系株洲某技工
学校学生。 摩托车系父母为满足其上学所
需购买。

事发当天下午，王闲着无事便骑车出去
闲逛，骑至泰山路时将沈女士撞倒。“当时只
觉得车子碰了她一下应该没什么大碍，所以
抱着侥幸心理逃离现场回到了家中。” 王某
说，事发后，他仍如往常一样与同学一起上
学、放学，直到民警的出现才意识到自己闯
了大祸。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许琳

本报12月6日讯 近日， 湘潭市公安
局巡特警支队原政委何永奇、 市交警支
队事故大队教导员何邦昊被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经湘潭市纪委初步查实，两人均
存在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贿赂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何永奇还
徇私枉法，两人的行为都已涉嫌犯罪。

何永奇，男，1967年11月出生，醴陵
市人，中共党员，历任湘潭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政委、 巡特警支队政委， 副县级干
部。何邦昊，男，1968年11月出生，宁乡县
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今年9月起任湘
潭市交警支队事故大队教导员。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易新姣

骑车撞人后，他竟照样去上学
株洲“11·28”交通肇事逃逸案告破，肇事者为18岁学生

李方平的大脚（右）与一个正常成年
男子42码的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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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双
版纳有位乡村
医生， 人称赤
脚张大仙 ，有
一偏方治失眠
百试百灵 ，省
城很多人都慕
名去求药。

赤脚张大
仙原名张宁禄， 当年知青下乡到西双版
纳，由于生活的巨大变化，他患上了严重
失眠， 每晚翻来覆去最多能睡 2、3 个小
时，长期失眠，他变的消瘦，抑郁烦躁。 幸
好他家世代行医，他也略通医术，就开始
自行配药，经过几年专研，终得一奇方：采
当地野生灵芝，用鲜牛奶浸泡，阴干后与
天麻、松花粉同碾成末，每晚用温牛奶送
服，仅用 3 天，睡眠时间明显延长，连服一
个月，轻松入睡，一觉睡足 8 小时，头痛、
抑郁、记忆力减退等全部消失。 因此当地
人称他为张大仙。

为让更多患者受益， 赤脚张将此方

无偿捐献给
国家， 经相
关科研部门
研 究 证 实 ，
方中“牛奶
与 灵 芝 ” 能
生成一种多
肽 氨 基 酸 ，
能 濡 养 神

经，降低大脑皮层兴奋度，恢复神经自我
调节功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

武汉名实生物科技在原方基础上优
化改良，并利用美国生物技术提纯，浓缩
药效，国家将其命名为“怡睡方”，同时获
得国家专利。 多数患者服用当日即可明显
感觉睡眠质量提高，2 疗程告别失眠，极少
反复。

患者可拨打 0731-82033236 咨询，或
到长沙市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百幸鞋
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株
洲平和堂药号购买，各地市可免费送货上
门，货到付款。

赤脚医生偏方成专利

专治睡不着
30 年的老便秘，只需服用一粒就通便，而且不

腹泻、不腹痛，如今此药已经使数十万患者受益，
而这个药方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孝顺
博士为父治病的故事。

谈运良，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西医博士，是有名
的孝子，曾经他的父亲患有严重便秘，平日腹胀难
忍，多方治疗也不见成效。谈博士有些汗颜，自己身
为医生连父亲的便秘都治不好。所以下定决心为父
亲一定要攻克便秘！ 他查遍古今研究发现，便秘是
由虚证引起：气虚则肠无力、蠕动慢；血虚则津液
少、无法润滑大肠。所以治疗便秘要以补养为主。常
规药物以导泻为主，越泻越虚，便秘就更加严重！

经多年研究谈博士创造性的选用三参（苦参
10 克玄参 7 克、西洋参 15 克），并以辅以芦荟 5
克、厚朴、枸杞各 10 克，蒸煮熬焙，每日一次。谈父

服用后，果然神奇，即没腹泻，
也没腹痛。 2 个月便秘康复，以
后一天一次香蕉便。 谈博士总
结此方可大补气血、协理阴阳，
给肠道直接补充营养， 当天即
可顺畅排便。如今谈父已 70 多
岁高龄身体健朗， 连感冒都不
容易得，精气神十足！谈父对其

说，别总想着治大病，治好便秘也是造福百姓！ 于
是，谈博士将该方报请国家批准生产，并利用美国
生物技术提纯浓缩，服用一粒即可松软排便，所以
被国家命名为“排毒一粒通”。

不腹泻、不腹痛，排香蕉便，无效退款！ 谈博
士不仅对父至孝，对患者也是高度负责，工作一
丝不苟， 成绩斐然， 故被国家授予五一劳动奖
章。 出于对患者负责，谈博士保证，绝大多数患
者仅需一粒，严重患者服用两粒，12 小时即可排
出香蕉便，2 个月绝大多数患者可停药，5 日内
无效可全额退款 ! 患者可拨打 0731-82083489
咨询。 据悉长沙市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百幸
鞋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株洲平
和堂药号已取得首批经营权。各地市可免费送货
上门，货到付款。

武汉一孝子为父创奇方

一粒通便秘

本报12月6日讯 “50码的大脚，像细
伢子的摇篮，真的好大好长。”在常德桃源
县太平桥乡，说起李方平的大脚，可谓家喻
户晓。由于从小两只脚硕大无比，给李方平
带来了无数苦恼， 能够拥有一双合脚的鞋
子，是他20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拥有一双合脚的鞋子成夙愿
45岁的李方平，身高1.94米，体重90公

斤，是当地老实巴交的农民。由于买不到合
脚的鞋子，只好一年四季打赤脚，他的一双
大脚不禁远近“闻名”。

“开始全靠母亲手工做布鞋，后来脚不
断长大，鞋码也不断增大，最后母亲也无能
为力了。”李方平说。“18岁的时候，我穿46
码的鞋，有一次在湘潭一家军用品厂，遇到
了合脚的‘宝贝’，一口气就买下4双。可没
过多久，都被我不断长大的脚撑破了。”

有一段时间，恨自己的脚板太长，李方
平在母亲的帮助下， 也曾尝试过裹脚。可
是，没过多久，脚趾甲全部嵌进了皮肉，脚
板也变了形。无奈之下，李方平只好“放任”
了脚板。为了买到合脚的鞋，李方平于是自
己开始“走南闯北”买鞋。“去过武汉，到过长
沙，跑过湘潭，几个鞋厂都没有50码的鞋子。
即使我请求定做鞋模，厂家也不愿意做。”

早些年前， 曾经有一家鞋厂愿为李方
平做鞋模，但开口就是上千元，家境贫寒的
李方平只好婉言谢绝。

女儿才15�岁，脚有42码大
因为脚大， 让李方平至今难以释怀的

就是第一次相亲，“媒婆做介绍时， 也没特
地和女方说清楚，之后发现了我的大脚，女
方就死活不愿意了。”

妻子李冬云说起自己和李方平的结
合，她表示当时没有被吓到，反而笑呵呵地
说：“脚大江山稳嘛。”

现在让李方平头痛的不仅是自己没有
鞋穿，女儿的一双大脚让他更犯愁，女儿遗
传了自己的基因，才15岁，就穿42码的鞋子
了。“刚开始女儿因为脚大， 经常被同学嘲
笑，现在她快1米8了，希望这能成为她的优
势，以后能找到一条合适的出路。”李方平
语重心长地说。

■见习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李杰

50码大脚汉20年难寻一双鞋
找不到鞋穿，只好长年打赤脚，网友想请“姚明送他几双旧鞋”

找到一双合脚的鞋，是李方平多年来的愿望。 本版图片均由通讯员 高健力 摄

50码大脚汉李方平的苦恼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不少热心网友纷纷支招，有的建议
他找省市篮球队看看有没有办法弄到大码鞋；有的建议他去买外贸鞋，因为对比国内产的
鞋子，国外的码数都偏大；有的发上了专门经营“大脚体育球鞋”的网站链接供李方平参考。
更有网友已把这则消息发至了“百度帖吧·姚明吧”，“希望姚明能送他几双旧鞋!” 读者朋
友，您还有其它办法或信息能帮到李方平吗，如有，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联
系我们。

“让姚明送他几双旧鞋吧”
互动

湘潭公安系统两干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

本报12月6日讯 昨日是第26个国际
志愿者日，当天下午岳阳市首届公益嘉年华
正式启动。 来自全市各志愿者团体和学生代

表欢聚一起共同签字宣誓， 随后走访了市
残疾人服务中心， 对46名残疾儿童进行一
对一扶助。 ■记者徐亚平袁礼成彭宏伟

本报12月6日讯 记者今日从株洲获
悉，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优秀志愿者和优
秀志愿服务组织网上推荐活动中， 株洲
籍志愿者唐先华入选全国100名优秀志

愿者。 唐先华是株洲火车站客货运公司
职员，20多年来，他已无私照顾200多名
孤寡老人。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陈瑛

株洲志愿者唐先华入选全国百佳

岳阳志愿者结对扶助46名残疾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