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座烈士墓，48座军人墓，半
个月前，他们还隐埋于位于福元东
路的星沙公墓。如今，经过守墓人
的一番修整，他们更显巍峨。明年
清明，去长沙县烈士墓园看望他们
的不仅有自家后人，更有千千万万
的我们（详见本报4月26日A3版、4
月27日A2版、4月28日A10版、5月
2日A8版报道）。

钟梦林烈士爱人贾南湘：谢谢
你们帮我找着了他， 我在湘西，400
公里有点远， 但我有空就会去看
他。

杨慧群烈士女儿杨智冰：当
年找不着我父亲的墓碑， 我们三
姐弟站在洪山家园那儿抱头痛
哭， 以后我们再也不担心他老人
家“丢了”。

杨芝兴烈士女儿杨庆：说真心
话，当年找不到父亲，我们又急又
气，现在有这么圆满的结局，心里
很安慰。

胡鸣武烈士儿子胡湘江：对于
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的抚
恤，而是全社会对烈士的敬仰和缅
怀，这足以给我们精神上的安抚。

烈士家属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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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崽和媳妇来看您了”
热心读者：明年清明，我想为没有后人的烈士祭扫 民政部门：不会漏掉一位烈士

当下最火的懒人减肥运动

每天 10 分钟，“睡”掉大肚子
风靡欧美、席卷日韩的 T8懒人运动机，不吃药、不节食、不费力，一边听爱听的音乐、看爱看的电视，一边腹部做运动，背

部做按摩，无论啤酒肚、麻将肚、产后肚、泳圈肚，每天 10 分钟，大肚腩统统都减掉，秀出好身材。

躺上 10 分钟 = 仰卧起坐 500
次 = 跑步 10000 米 = 游泳 800 米

人体工学,专业减腹；自动弹力，轻
松健身。腹部是人体脂肪最容易堆积的
部位，肚子一变样，身材就走样，女人大
肚子、男人啤酒肚最难减。 T8懒人运动
机根据人体工学，遵循腹、腰、臀运动机
理，让头、肩、背的上半部只在离地 30-
60度区间活动，使运动完全依靠腹部力
量，专减腰、腹赘肉，同时带动臀、腿、胳
膊运动，是普通运动的 3-5 倍，全身减
肥效果提升 20 倍， 科学配置的自动弹
力装置，被动锻炼，轻松不费力，躺上 10

分钟， 相当于仰卧起坐 500 次， 长跑
10000米，游泳 800米。

减腹、瘦腿、瑜伽、按摩，29 种
瘦身方式，想瘦哪就瘦哪

T8 懒人运动机，让减肥一步到位，
29种瘦身方式，不仅让腹部脂肪以奔跑
的速度“嗖”“嗖”地离开，同时还能束
腰、塑臀、瘦胳膊、瘦臀，每天 10 分钟，
水桶腰不见了，大象腿变细了，松弛的
臀部紧实了。

同时， 背胶靠垫滚动按摩颈椎、腰
椎，打通背部经络，消除颈椎病、腰椎病
等脊柱性疾病，让你既年青又年轻。

时尚外形，书包大小，简单方
便，想在哪瘦就在哪瘦

T8 懒人运动机采用领先的流线型
设计，美观大气，书包大小，不足 8 公
斤，方便携带，并且经人体工学及机械
结构设计，不需技巧、体验快、轻松上
手。

不用电，不用能源，只耗脂肪，让你
不受地形地物限制，卧室、客厅、办公
室、甚至旅途路上，随时随地都能成为
你的专属健身房， 让你变身减肥潮人、
健康达人。

一天只需几分钱，一月减掉大肚子

◎不节食，不费力 老板笑了，应酬再多也不胖
中山路开店的李先生一脸无

奈，平时应酬太多，啤酒肚是越减
越大， 运动没时间， 也坚持不下
来，吃药、按摩不是不管用就是反

弹。 自从用了 T8懒人运动机，吃
喝不忌口，应酬不耽误，一天 10
分钟，轻轻松松啤酒肚就不见了，
三高、脂肪肝全好了。

◎不吃药，不去健身房 白领乐了，产妇美了，回头率回来了
在恒茂上班的小王，天天做

办公室的事， 小肚子越做越大，
穿什么衣服都难看， 用了 T8 懒
人运动机，20 天，小腹紧了，腰身
细了，S 曲线自然呈现，追求的人
也多了。

刚生完小孩的李女士， 肚子
多了层游泳圈， 自从老公给她买
了台 T8懒人运动机， 才 1 个月，
肚子上的赘肉都没了， 以前的超
短裙、吊带衫、牛仔裤又能穿啦，
身材比怀孕前更棒。

◎既减肥又通脉络 没有将军肚、麻将肚，爸妈更年轻
家住系马桩的张先生， 父母

都退休了，人到老年本就发福，再
加上天天打麻将，爸爸的将军肚、
妈妈的麻将肚一天大过一天，大
小毛病紧跟着不断，老人筋骨松，

爸爸为减肥还扭伤了腰， 自从给
爸妈买了 T8懒人运动机，不仅将
军肚、 麻将肚没了， 多年的颈椎
病、腰椎病也好了，人也更年轻、
更精神了。

◎男女通用，全家受益 快乐减肥，一家三口变苗条
高先生夫妇都是胖友一族，

生了个女儿不知道是不是遗传，
也从小到大肥嘟嘟的， 谁见了都
捏把，吃药、按摩、运动都没用，再
加上现在孩子长身体也不敢让她

节食。
买了一台 T8 懒人运动机，

一家三口每天轮着躺 10 分钟，1
个月下来一称， 瘦的最少的女儿
也瘦了 6斤，并且一点没反弹。

砍掉中间环节·厂家直销·质量保证

0731-82662851、400-188-5066

●原价 498 元，前 100 名电话订购可享受直降 100元的优惠！
●活动截止 5 月 7 日仅限 3 天，限量 300 台！

每天 5分钟
一周摇掉 6斤肉 太省钱 30 年，全家可用 30 万次。 T8

懒人运动机采用进口材质的高科技碳纤
维弹力系统和高级 PV滚轮，寿命至少可
达 30 年，并且全家都可以用，比起健身、
减肥药是太省钱、太管用。
真给力 10分钟见效，半个月尖叫。 10

分钟，肚子就有热乎乎的感觉，能明显感
觉到脂肪在燃烧， 每使用一次都能看出
瘦。 15天，裤子不是要改腰就是要重买，

只要你天天 10 分钟，体重秤指针就一路
往下跳，不要怀疑眼睛，不要怀疑秤，镜
子里的你是真瘦了。
难反弹 30 天，变身“排骨精”，肚脐都

眨眼。 连续使用 30 天，你会发现以前顽
固的令你心烦的大肚腩、大象腿、水桶腰
统统不见了，并且不反弹。 长期使用 T8
懒人运动机巩固锻炼， 还能让你身材更
健美、皮肤充满弹性，唤醒青春活力。

更坚固：采用高强度合金钢支架，
管壁厚度 1.5mm，安全耐用；坐起离地
30-60 度依靠腹部力量让所有肌肉动
起来，燃烧卡路里，腰腹运动最有效。

更舒适： 头部靠枕， 按摩弧线设
计，5 档可调高度，10 分钟轻轻松松完
成 500个仰卧起坐，相当于 800米游泳
的健身效果。

更安全:高密度弹力软胶紧靠颈背
吸收压力，舒缓筋骨，放松神经，分别
按摩颈、肩、腰、胸椎、背部关键部位，
刺激血液循环。

有保障： 四组高科技碳纤维弹力
系统和高级 PV 滚轮寿命可用数十年，
运动时根据身体恢复状况随时调节，
自行滚动。

全效健身 一机多能 懒人运动的福星

订购热线：
东塘星城(养天和)大药房、五一路平和堂大药房、衡阳: 国大药房(解放路附二医院旁)指定经销

关于商品的退换货，根据国家的三包政策进行操作，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74座烈士墓隐埋市郊十载无人知》后续

4月25日， 长沙县高沙村星沙
公墓，潇潇春雨中，杂草丛生的坟
冢、 灰尘掩盖日渐模糊的墓碑上
记着74位烈士的名字。 我站在这
里，感慨万分。

幸而， 民政部门的高度关注，
烈士后人的及时反馈，热心市民的
积极响应，让74座烈士墓有了一个
好归宿：统一迁入规划中的长沙县
烈士墓园。更让人欣慰的是，很多
人来电说，每年清明，他们愿意前
往长沙为没有后人的烈士扫墓。

这不正是我们做这个报道的
初衷么。明年清明，长沙县烈士墓园，
我们定能看到你手捧菊花立于墓前，
那一刻，烈士不再寂寞，精神永传。

献一束鲜花
愿您不再寂寞

▲5月7日，长沙市福元东路高沙
村烈士墓群，胡鸣武烈士的儿子胡湘
江及儿媳前来拜祭。 记者 童迪 摄

位于长沙市福元东路的星沙公墓“隐
藏”着74座烈士墓。此事经本报报道后，不
断有烈士后人与我们联系。5月7日， 接上
胡鸣武烈士的儿子胡湘江，我们再次赶赴
高沙村的烈士墓群。

墓地迁移，一别十年
作为遗腹子的胡湘江，对于从长辈那

里听来的父亲故事视若珍宝———
胡鸣武十多岁就当了兵，牺牲前在大连

旅顺口当海军，任连指导员，在一次演习时
受伤，转到北京医治，后来转回了长沙陆军
医院（即163医院）。1957年6月病逝，时年26
岁。3个月后，胡湘江出生了。

与爱人一起跪拜在墓碑前， 胡湘江轻
轻诉说：“我记得您老人家以前的墓碑是在
163医院后山山包往下数第四排， 从左往
右数的第11座， 哪里晓得这一别就是10
年。爸爸，崽和媳妇来看你了……”

“为他们打扫就是一份心意”
本报关于高沙村烈士墓的系列报道见

报后， 共有十多位烈士后人打来热线表达

谢意。然而，仍有很多烈士的后人至今音讯
全无。 守墓人苏立强说：“有些烈士牺牲的
时候很年轻，恐怕没有后人可寻。”这一消
息见报后，热心读者纷纷打来电话：明年清
明，我想为没有后人的烈士祭扫。

“清明为他们打扫，就是一份心意。”说起
“替扫”的念头，邵阳隆回的肖良民说：“不为别
的，就因为他们给我们开创了和平年代。”

民政局：绝不漏掉一位烈士
长沙县民政局副局长何铁建说，目前最

首要的工作是核实这74名烈士的具体情况，
“我们的调查工作将争取省民政厅、 市民政
局、 开福区民政局和解放军163医院等单位
的支持，绝对不漏掉一位烈士。”

与此同时，长沙县烈士墓园的启动也
箭在弦上，“我们希望最迟能在明年清明
节前，让所有烈士迁入墓园，让烈士后人
和热心市民安心。”

74座烈士墓碑是否沿用老碑？ 何铁建
说：“我们设计了一款新的墓碑，74座老墓
碑将作为文物保存在墓园中， 供后人瞻
仰。” ■记者 王为薇

手记 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