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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北京召开的治疗糖尿病
药物新成果研讨会上，传出一个令人
振奋的消息，由北京同仁堂联合多家
权威机构经过二十多年刻苦攻关，潜
心研究，终于破解了糖尿病的致病基
因，成功研制出一代新药【止渴养阴
胶囊】。

1.�【止渴养阴胶囊】的问世是医
学界发展的里程碑， 它改写了糖尿
病治疗徘徊不前的历史， 很多参与
研制的专家学者都给予很高的评
价。 它是从几十种名贵中草药中提
成了有效的降糖成份， 添加了海洋
生物和动物的胰腺， 以及活性的干
细胞等，充分结合现代制药技术，打
破传统药物的局限性，开创“以脏养
脏， 以胰补胰” 的全新清源修复疗
法。 特别针对糖尿病患者因胰腺功
能衰竭，β 细胞受损，不能正常分泌
胰岛素及胰岛素抵抗等原因引起的
并发症，实现营养修复胰脏，体内增
敏排毒，全面康复并发症。 一般患者
服药 7 天左右，饥饿感消失，睡眠改
善；7-15 天左右血糖开始平稳下
降；30 天左右血糖达到正常值，并发
症开始逐渐消失， 一般连服三到四
个疗程，胰岛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该
组方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2.�【止渴养阴胶囊】具有快速平
稳血糖，它不但有胰岛素的作用，还

具有比胰岛素安全，全面的优点，组
方中的猪胰脏粉含有大量胰岛素和
活性胰岛细胞，不仅能直接补充胰岛
素还能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从激活修
复胰岛素受体入手，使胰腺恢复分泌
胰岛素的正常功能。对糖尿病引起的
冠心病，高血压，性功能减退，皮肤瘙
痒，手足麻木，口干多饮，视网膜病症
等有很好的疗效。

3.【止渴养阴胶囊】创造性的将
含有天然胰岛素活体细胞的猪胰脏
粉与糖尿病的天然抑制剂———山茱
萸组合为君药， 再加上人参， 天花
粉等多种珍贵中药的复方制剂，药
效有保障，不产生耐药性，依赖性。

4.一般患者无论病史长短，血
糖高低，服药一段时间后血糖即可
平稳下降，连续服药 3-4 个疗程即
可达到临床康复，开创了中医药治
疗糖尿病的全新突破。

特别提示： 同仁堂真情回馈
患者活动现在开始， 从即日起药
价优惠下调 30%望新老患者相互
转告。 同仁堂特为外地患者开通
电话订购 ，药到付款）信誉保证：
患者自购药之日起有专家跟踪指
导用药，凡有少数患者用药 3 至 4
个疗程没有达到预期疗效， 我们
承诺免半费提供药品治疗直至完
全康复为止

糖尿病患者苦日子熬出头了
糖尿病新药在我国研制成功 国药准字：Z2008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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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8日讯 取款忘记抽卡，
后来的年轻人取光3000元余额， 长沙
蔡女士拿着银行监控拍下的视频向本
报求助（详见本报3月17日A05版）。

今天上午， 本报热线接到一年轻
男子电话，他自称是“取钱哥”的朋友，
想帮朋友还上这笔钱， 同时替他表达
歉意， 跟记者约好在韶山南路家乐福
超市旁碰头。

上午10点， 记者赶到约定地点时，
发现男子很眼熟，他坦承：“我就是取钱
的人，想当面把钱还给蔡女士。”但他拒
绝透露姓名，只称自己是88年的，刚参

加工作不久。“本来想让我朋友过来，
但是我自己犯的错，应该我自己来面
对，这件事教训很大，以后做事一定
三思。”

“我太不懂事了， 希望你能原
谅。”“取钱哥” 小声地对赶来的蔡女
士说，边说边把手中的3000元现金和
蔡女士的银行卡递给她，不再多说什
么，低着头。

蔡女士并没有为难他，“这个年轻
人经过这么一件事受到了教训，钱和卡
能还回来就好，感谢你们三湘都市报。”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陈橙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陈橙 眭文丽

本报3月18日讯 长沙维多利购物
中心又起火了！今天下午3点，该楼再次
冒出黑烟， 浓烟从地下3层冒出持续两
个多小时，楼面被熏黑，这是该楼5天里
的第二次着火（详见本报3月15日A12
版）。本次起火原因与上次一样，是工人
在拆卸过程中，电焊火花点燃泡沫而引
起，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有网友戏称，这
座沉寂十多年的老楼， 是想通过火灾
“扬名”吗？

“没看到明火，但比上次的烟大多了”
今天下午2点半， 长沙波隆立交桥

旁的维多利购物中心冒出黑烟，一旁洗
车店的伙计小刘赶紧喊：“起火啦，维多
利又起火啦！”

几个在忙的同事还以为他在开玩
笑：“这种玩笑开不得！这里刚起过火。”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喊，有人拨打
119火警电话。 烟越来越浓， 越飞越
高，不一会儿连波隆立交桥上都被黑
烟笼罩，在芙蓉路湘春路口都能看到
黑烟。

“没看到明火，但是烟好大，比上次
起火的烟大多了， 闻了以后让人很难
受。”小刘说。

而记者在现场时，浓烟熏得人直掉
眼泪，不一会儿衣服上就落下厚厚一层
黑灰，拍都拍不掉，旁边小店里的口罩
一时竟然脱销，但白口罩刚戴上一会儿
就变成了黑色的。

电焊溅出的火花点燃了保温层
浓烟冒了一个多小时，起火现场负

责施工的施工队长急得直跳脚：“里面
有电焊装置，还有容易爆炸的氢气瓶！”

该施工队长称，今天下午，几个工人在
负三层一间房里拆卸东西，电焊溅出的
火花点燃了保温层，跟上次起火原因差
不多。 有市民质问为何不吸取上次教
训， 施工队长称：“我也是个打工的，管
不了那么多。”

因起火点在地下三层，从车库入口
进入后，一路上门卡众多，消防队员戴
上防毒面具几次试图进入均未成功，耗
费了不少时间。而在现场的施工队长急
得一下子说不清该怎么走，消防队员只
得拿来纸笔让他赶紧画。最后，几十个
消防队员全副武装，拉着绳子进入了负
一层。

下午3点半左右，浓烟越冒越多，整
栋楼北侧开着的窗户全部冒出浓烟，外
墙墙面被熏黑。 随着消防队员进入负
三层，浓烟在骤增之后，慢慢变淡，5点
左右，烟渐渐散了，但空气中仍弥漫着
浓浓的烧焦味。

“烟熏时间”附近居民很受伤
长达两个小时的“烟熏时间”，该楼

附近君悦香邸等几个小区居民深受其
害，不仅得忍受难闻的味道，还得对家
里来次大扫除。“我家里正对着维多利，
起火的时候没人在家，衣服被子全晾在
阳台上，现在全部变成黑的了，不知道
能不能洗干净。” 住在明珠苑的程女士
说。

灭火以后，记者打着手电筒，随着
消防队员进入最先起火的负三层，整层
都被熏黑， 最先起火的房间像个仓库，
仅有门口出入， 堆满了货架等物品，还
有些电焊装置。

记者从长沙市消防支队了解到，本
次火灾共出动了4个中队，9台消防车，
50多名消防队员。

本报3月18日讯 昨日晚间7点，
芙蓉路八一桥南往北方向，一辆福特
轿车在桥洞里“搁浅”：整车呈45度斜
挂在桥墩上，进，进不得；退，退不出。
最终在千斤顶和拖车的帮助下，花费
近3个小时才挪出。而事故原因，则是
桥底似通非通的道路和昏暗的光线，
让司机迷惑了。

车到桥下没有路，还好没翻
福特轿车的司机姓胡，17日晚

间， 他从南往北走芙蓉路经过八一
桥。“路面上车很多， 在离桥20米开
外，我看外侧道路上的车少，就选择
走外面。”胡先生说，驶入桥孔下的桥
墩后，在昏暗的光线下，他发现前方
是绿化带，以为在左侧会有个斜坡引
导车辆驶入主干道。

“方向盘左打了一小把， 车身突
然猛烈一震，左侧急剧往下沉，完全
垮了下去。”胡先生连忙踩刹车，拉上
手刹。等他开门下车，才发现自己理
解中的“斜坡”根本不存在：半边车身
直接从高近半米的桥墩上掉了下来。

一个月内发生两起，有点“邪门”
无独有偶，2月28日晚12时，记者

晚归途经八一桥。在同一地点，也曾
目睹一辆小轿车斜挂在桥墩上。情形
与胡先生的爱车如出一辙。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八一桥下的
桥孔成为了芙蓉路上的“百慕大”，引
得晚间过路小车接连“搁浅”？

据记者现场查看，站在桥孔南侧
面对前方，桥孔里光线昏暗。在桥墩
路面同一水平线上，隐约可见芙蓉路
上的绿化带。 这很容易给人造成错
觉：桥墩与芙蓉路相接，并无落差。

此外，记者还在进入桥墩的道旁
发现一个被拆卸的路障。按理，它本
该置于路中。

据路旁的清洁工刘阿姨介绍，
“以前一直有石礅挡着，车进不去。后
来不知道是谁移开了石礅，桥墩上的
这块空地就成了停车坪。”

事发后，记者找到在此收取停车费
的工作人员，但对方以“不该由我们负
责”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记者 龚化

一火再火，维多利中心5天两度冒烟
起因都是施工不当引燃易燃物 黑烟蔽天附近居民“很受伤”

《“取钱哥”，高清摄像头拍到你了》后续

自称“不懂事”，“取钱哥”亲手还钱

八一桥桥孔变身“百慕大”？
南往北车辆钻洞小心“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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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晚7时，胡
先生被挂在
桥墩上的爱
车。
记者龚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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