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7日讯 你在湖里“骑”过自行
车吗？今日上午，湖南师范大学的曾健及其
队友带着他们设计的水陆两栖菱形划车在
长沙市桃子湖上秀了一把。

在湖面上“划车”
上午11时许，湖南师范大学附近的桃

子湖湖面漂浮着一个“怪物”， 既像船又像
自行车，曾健坐在上面，双脚踩在脚踏上，
双手掌控着两个把手卖力地划着，向大家

展示前进、变向等动作。
这辆水陆两栖菱形划车是曾健和4名

队友花了4个月时间设计完成的， 它在今
年5月5日至6日举办的湖南省第五届大学
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上荣获二等奖。

手划动前进，脚掌控方向
曾健介绍，这辆车长1.2米、宽0.9米，

除前后两个车轮外， 左右加了一个车轮。
整个车呈菱形状，有座椅、脚踏等，只是把

手换成了划手， 前进的动力由
划手来带动。 车辆的转动轴与
脚踏板相连，方向脚踏板掌控。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 只要
在车子底部加上个气囊， 它就
可以下水了。曾健他们将车轮的钢圈改成
了桨叶， 在水中行驶时桨叶会自动展开，
变成“船桨”。

此外，两栖车在陆地行驶时，可以手
划带动支架上的充放电路，通过USB接口

为手机充电。
记者骑车体验了一把。 在陆地上，该

车的速度比普通自行车慢，一开始感觉很
吃力，但掌握技巧后就轻松平稳了。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戴罗鑫

2012年5月8日 星期二 见习编辑/李静 图编/李梓延 见习美编/陆薇 校对/苏莹 A15市井新闻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发 行 热 线 、 投 诉 ：0731-84316668 、84315678、84329777 ��� 广 告 热 线 ：0731-84329988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芙 蓉 中 路 一 段 440 号 邮 编 ：410005

降酸又强肾 男人性趣高
痛风男人长期尿酸过高， 肾脏正被腐

蚀，肾气虚弱，性生活无力，妻子越来越冷
淡。【风之消】采用张仲景“血行加强肾”的古
方疗法，降酸、止痛的同时增强男性肾功能，
患者普遍反映:服用 3~5 天，尿酸<416uoml/
L，关节肿痛消失，早起还恢复了许久未见的
晨勃现象，感觉一下子年轻了 20 岁！

尿毒症、肾衰 有望逆转
国家生科院 2010 全国健康普查显示：

全国痛风患者已有 3200 多万人， 其中 35%
已发展为尿毒症、肾功能衰竭等肾病。 生科
院王院士证言：风之消快速降酸，碎解脏器
内尿酸结石，阻止肾脏恶变；内含虫草、灵芝
等强肾药材，能修复受损组织，提高肾功能，
尿毒症，肾衰等肾病有望逆转。

化开痛风石 不用挨刀子
痛风多年， 关节长满大小不一的痛风

石并反复破溃，导致关节畸形，行动困难。医
院刮骨手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痛风石复
发，难道还要动刀子？ 痛风石是在关节处尿

酸沉积过多所致，风之消内含碱性溶酸酶和
噬尿酸菌， 只需 30 天， 开始化开全身痛风
石，关节活动自如。

尿酸降了 血压血脂跟着降
近日，不少患者打电话询问一件怪事：

自从服用了风之消 1 个月后，不但尿酸稳定
了，连多年的高血压和高血脂也降了。 香港
国际健康生命研究院文桂兰教授解答说：

“‘三高’症状是‘兄弟关系’。 血尿酸会刺激
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 使血管阻力升高，同
时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导致高血压和高血脂。
风之消富含噬尿酸菌，能‘吃掉’尿酸。 高尿
酸降了，高血压、高血脂自然跟着降。 ”

即日起前 100 名咨询订购者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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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走进科学》关注“痛风隐患”
2011 年 4 月 29 日中央电视台第 119 期

《走进科学》播出了一期《痛风隐患》的特别
节目， 揭开了痛风患者触目惊心的苦难生
活：痛风来去如风，关节除了红肿热痛之外，
还长满大小不一的痛风石， 导致手脚畸形，
行动困难，严重痛风还会引发肾衰竭。 事业
上退居“二线”，生活上需人照料……

据 2010 全国健康普查显示： 全国痛风
患者已有 3200 多万人， 其中 35%已发展为
尿毒症、肾功能衰竭等肾病。 长期痛风患者
肾脏内积满尿酸结石，肾功能完全丧失！
降酸止痛不强肾 痛风难断根

中医认为：“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血行需强肾。 ”古代中医治疗痛风，认为“表”
在血行（降酸），“根”在强肾。 肾脏是人体排

酸的主要器官， 痛风患者大多肾虚气弱，无
力排酸。 若忽略补肾，一味用药干预降酸，将
致痛风复发，对肾脏造成二次伤害。

--35%的痛风患者会发展成肾衰竭、尿毒症

当 心 痛 风 偷 走 你 的 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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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通告
买 5��送 1
另送1盒虫草降酸茶

买 10�送 5
另送5盒虫草降酸茶

买 20�送12
另送15盒虫草降酸茶

中医古方+现代活菌造就痛风第一奇方
中医古方+现代活菌造就痛
风第一奇方

西药只降酸不治本， 一般中药效果缓
慢，医患惊呼，痛风难道真的是“不死的癌
症”？

其实，早在 1000 多年前，医圣张仲景
就开出了“血行加强肾”的痛风秘方。 数百
年后，药王孙思邈将其收入《千金方》：取黄
芪 15 克、 黑蚁 20 克、 虫草 10 克、 灵芝 30
克，辅以配药，文火煎半小时，日服 3 次，连
服半年，痛风可愈。

如今， 香港药王集团联合香港痛风疾
病研究中心，以“血行强肾”古方为基础，历
经 5 年科研攻关，成功研制出高科技生物新
药 -- 风之消。 风之消加入了活性噬尿酸菌
群，降酸、融石效果比古方提高了 8.5 倍。 配
合黑蚁、虫草、灵芝等强肾药材，恢复肾脏
排酸功能效果突出，治“风”能治“根”，“止
痛”更“治痛”。 科学发现： 补充足量噬尿
酸有益菌并恢复肾脏排酸能力才是治疗痛
风的根本途径。

据反映： 每天吃 6 粒，30 分钟后疼痛

减轻；1 小时后，尿量增加，尿酸随之降低；
3~5 天疼痛消失， 尿液 PH 值明显升高，可
以轻松睡觉；30 天后，痛风石消融。 5 年跟
踪调查显示：多数患者仅服 3 副药，痛风至
今没复发。

联合国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美国科
学家乔治教授证实： 风之消是最新生物制
剂，安全高效，对肾脏没有危害，它比中药
要快，又比西药安全，完全可以放心服用。

目前， 风之消已畅销到三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上市 6 年来，全球有超过百万患者
得到了康复。 因其组方科学、奇特，疗效确
切，被痛风专家和患者形象的赞誉为“中华
痛风第一方”。

痛风治好了 吃喝不是梦
进食煲汤、火锅、海鲜、鱼肉等食物，会

极大地提高体内尿酸水平， 导致痛风反复
发作。【风之消】以降酸镇痛为辅，增强肾脏
排酸能力为主，从“根”上治疗痛风，饭后吃
上 2 粒风之消，1 小时后开始排酸，30 天
后，肾脏排酸能力增强，尿酸稳定，患者可
以放心吃喝。

祛 痛 风 一 生 只 需 三 副 药

指定经销点：康寿大药房（劳动中路赤岗冲家润多对面）

本报5月7日讯 婚纱照上印的“太儒
人”、“老大人”是不吉利的话？长沙浏阳的
黄先生结婚几个月后才发现，“这些字是
繁体字，好几个字只有在墓碑上见过。”为
此，他去婚纱影楼讨说法，但影楼也没有
说出个所以然。今天上午，黄先生拨打本
报热线求助：这些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国风”婚纱照上的“太儒人”
黄先生说，几个月前，他和妻子拍了

婚纱照，其中有一套“中国风”系列。4月
底，一个朋友看了他们的婚纱照后，指着
其中一张很多繁体字的照片说：“这些字
好像在墓碑上出现过。” 黄先生一直没留
意，“没想到婚纱照上居然有这些，太不吉
利了！”黄先生说。而婚纱影楼称，这些都
是吉利话，绝对不是墓碑上用的字。

专家：一般印在传统婚礼喜帖上
记者看到，这张照片上面印有“翁尊

姻翁老先生老大人阁下”、“尊姻母”、“太
儒人”等字样。对此，湖南大学文学院助理
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杰博士表示，有“姻”
字，可以确定是古代婚姻中亲家之间的称
谓。在传统的中式婚礼中，这些字印在男
方父母请女方父母的喜帖上，迎亲当天由
新郎带去新娘家中。

“喜帖上的其它字大意是德高望重，敬
重。‘太儒人’、‘老先生’、‘老大人’ 在古代
可以用来尊称对方父母。” 刘杰说，“老大

人”也用来尊称年老位尊的人，它的使用比
较宽泛， 例如一些悼念场合也会用“老大
人”的说法，所以难免让人产生误会。

刘杰介绍，在内地，类似的喜帖很少
见，港澳台地区使用相对多些。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王倩

“中国风”的婚纱照上印着啥古文
专家说：“太儒人”是古代亲家的称呼，与墓碑上的字无关

加个气囊，这辆自行车能在水上骑
师大学子设计出水陆两栖菱形划车新近获奖

曾健驾驶着自制
的水陆两栖菱形划车
漂浮在湖面上。 后来
风力过大， 自制车倒
在了水里。

记者 李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