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俩都是环卫工，丈夫车祸后她担心医药费无着落

悲情母亲自尽，湖南律师欲赴粤维权

本报5月15日讯 一位湖南母亲的突
然离去，刺痛了广东中山的神经。

57岁的耒阳妈妈郑秋花一生坎坷：4岁
丧父，19岁丧母，36岁前夫车祸离去， 将孩
子拉扯大后，当环卫工的丈夫遭遇车祸。眼
看医药费没有着落，事发一周后，她在广东
服毒投河自尽。

此事引发湖南网友关注， 省律协称愿
赴广东为这一家人维权。

环卫工车祸断腿，医药费没着落
今天上午， 郑秋花的二儿子董新华在

电话那头泣不成声。“好不容易能过上点好
日子，没想到母亲就这样走了。”董新华说。

郑秋花，今年57岁，耒阳人，前夫因车祸
去世后，她一人把孩子拉扯大。1999年，她跟
同在浙江打工的王兴华结婚， 随后来到中山
做清洁工，郑秋花每个月不到八百元，王兴华
在环卫公司上班，每月有一千五百多元。虽然
钱不多，但两口子在一块互相有个照应。

5月2日下午， 王兴华在中山南区路上
清扫垃圾，被摩托车撞倒，经诊断为右胫排
骨粉碎性骨折。

“我爸出事后，环卫公司交了1万元，肇
事司机给了800元，整整一个星期，后面的
费用没有着落， 我们一家人都很着急。”董

新华说，“如果交警尽责点， 环卫公司人性
点，也许母亲就不会出事了。”

绝望妇女服毒后投河
王兴华出事后，家人几次跟交警、环卫

公司沟通，但后续医药费仍无着落。
5月10日，郑秋花给丈夫送了早餐后再

未出现。家人回忆，王兴华出事后的几天，
郑秋花常常失眠，半夜起来走动，一直担心
着医药费用。为省钱，她不肯吃饭，每次孩
子买快餐，她都说不要。

5月11日，噩耗传来，警方在河里发现
了母亲的遗体。经调查，郑秋花是喝农药后
投河自尽的。

“我妈这辈子没过好日子， 独自把我们
三个拉扯大，还供我去读研，为省钱，很多年
没回过老家了。”董新华说，他2010年从湖南

师大研究生毕业后， 考上了韶关的公务员。
“本来想等我工作稳定点，让妈妈不再扫街，
生活舒坦点，没想到她等不到这一天了。”

在郑秋花住的出租屋里， 墙壁上挂着
几件旧衣服，“这都是她捡回来的， 她从来
不会买衣服。”

湖南律师欲赴广东维权
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万传友对此事表示

关注，省法律援助中心、省律师协会公益律师
委员会表示，愿意派律师赴广东帮忙维权。

今天下午， 肇事驾驶员和环卫公司表
示愿意协商赔偿方案。

“环卫公司已经派了看护过来照顾我
爸， 肇事方也愿赔偿。 如果他们不积极处
理， 我会请家乡的律师帮忙。” 董新华说。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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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4 月 26 日 王厚德院士因发现神奇的抗衰老物质“生命小体”
而研制出 HD 元素，荣获“2005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的称号。

王厚德，世界长寿会中国籍首席顾问、
联合国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带领 100 多
位科研人员，在潜心研究 43 年后，独创生
物发酵技术，从拟黑多刺蚁、海参等名贵药
材中， 终于成功提炼出了一种神奇的抗衰
老物质———HD 元素，被誉为中国“第五大
发明”。

2005 年 10 月 16 日， 联合国北北合作
组织北京工作会议上，主席谢希尔·斯纠阿
尔特高度评价 HD 元素：“这种抗衰老物质
的发现，标志着世界科学和社会的进步，它
将对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发挥重要的作
用，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 ”

2006 年 4 月 26 日，经《人民日报》、《新
华社》、《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央电视台等 15 家中央新闻媒体， 及科技
部、中科院、中科协、解放军总装备部等单
位评选， 东方之子首席科学家王厚德院士
荣获“2005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称
号。

笔者不久前,赴湖北采访了 HD 元素的
研发者王厚德院士。 见到王院士后,笔者难
掩惊讶之情， 今年 70 岁的王院士满头黑
发，精神矍铄，看来不过 50 出头，简直就是
HD 元素最佳代言人。

王院士告诉笔者：“HD 元素发明后，首
先以身相试就是我本人。 我少年时因为接
触剧毒农药造成肝损伤，心脏功能不正常，
还患有胃炎，上大学时，医生建议休学。 曾
有一些医学专家对我做出判断：寿命 53 岁
左右，死因主要为肝硬化或肝癌。 但你看我
已是古稀之年，依然红光满面，每天在实验
室工作 16-18 个小时也不觉得累。 我搞‘抗
衰老’研究这些年，不仅赶跑了身体大小 16
种病魔，还活得非常有质量。 HD 元素不仅
是我 40 多年的研究成果， 也是 19 位医学
家和生物学家、32 位生物工程技术专家、56
位科研人员的心血结晶。 ”

王院士还自豪地说，因为他的引导，很
多成功人士都放弃了保健药物， 改吃简单

的 HD 元素养生， 受益的人保守估计已超
过两万，HD 元素满足了大家的一个心愿，
那就是有小毛病的人消除了身体不适，有
大毛病、慢性病的人在减轻症状的同时，逐
步减少了药物依赖， 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
和长寿。

吃 HD 元素绝不是精神胜利法， 每一
步你都能看到身体明显的变化，具体来说，
吃喝拉撒睡都正常了，不感冒，精神好，五
脏六腑都变年轻了。

采访最后，王院士微笑道:“我想对大家
说一句由衷之言：如果你正年轻，希望健康
地活着， 请服用 HD 元素； 如果你已经老
了，仍希望健康长寿，你该服用 HD 元素；
如果你很忙， 没时间保养自己， 你该服用
HD 元素；如果你富有，却不健康、不快乐，
你更该服用 HD 元素。 ”

HD 适合服用人群
一、针对便秘、慢性疲劳综合症，腰腿

无力，排便不畅，肠胃不适的人群；

二、针对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白天大
脑不清醒、反应不敏捷的人群；

三、针对偏头疼、颈肩腰腿痛、气血不
畅，肢体活动不灵活的人群；

四、针对脱发及白发过多，视力下降的
人群；

五、针对免疫力低、经常感冒、哮喘发
作的人群；

六、针对男性排尿不畅、起夜次数多、
性功能低，针对女性精神不好，肌肤老化，色
斑增多、皱纹渐长，更年期综合症的人群；

七、 针对三高患者血压不稳定， 血脂
高，血糖不稳的人群；

八、针对记忆力差的健忘者，以及脑萎
缩和老年痴呆的人群；

九、针对亚健康、年老体衰的人群。
笔者也进一步从王院士手中取得了抗

衰老研究中心的专家咨询电话，并得知王院
士现每天推出少量特价周期套装。所有感兴
趣、需要特价体验这项科研成果的读者可拨
打 抗 衰 老 咨 询 热 线 了 解 详 情 。 电 话
0731-83880888， 全 国 免 费 咨 询 热 线
400-705-2188。

（摘自《文摘周报》）

———HD元素发明人王厚德院士谈抗衰老
从头到脚不得病 活到百岁不稀奇

■人物档案
王厚德，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及中国分部副主席，中国抗衰

老学会常务理事及秘书长，世界长寿会顾问，健康与长寿研究中心首席科学
家。 曾出版学术专著 10 本，在国际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2001 年，他接受了联合国颁发的“特别贡献奖”，被评为对世界有杰出贡
献的科学家；2005 年 9 月 26 日， 因在微生物学研究与应用做出突出贡献，被
主席团批准授予“国际学术明星”金质勋章；并且荣获了“2005 年度中国十大
科技新闻人物”“国家级发明功臣”等称号。

（全国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 远离疾病

□ 延长寿命

□ 提高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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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 H·D 元素 抗衰老神奇

的士全部油改气，公车要烧新能源
株洲“低碳出行”新方案露脸，新增客车必须环保

5月9日，中山南区医院，王兴华躺在病
床上，照顾他的郑秋花显得十分疲惫，在其
右边的病床上躺着。

本报5月15日讯 5年内， 株洲的近两
千台的士要完成“油改气”，新增的客车必
须节能环保，公务用车也将使用新能源。近
日，《株洲市建设全国低碳交通试点城市实
施方案》出台。

5年内1995台的士“油改气”
“烧天然气每天成本是90元，烧汽油成

本要180元，能省一半。”吴的哥以自己5年
的跑车经验告诉记者。

今年起， 株洲新增出租车将全部使用
节能环保车型（使用天然气和汽油双燃料
型出租车）。“现在每下线一台车，我们就要

求置换成双燃料车。”株洲市交通运输局局
长邓尚文说，该市计划在5年内完成城区所
有出租车改造。

小车“油改气”需花6000元至7000元的
改装费。“算过细账，改装费用只需78天就可
收回。”株洲蓝马出租车公司一负责人说。

株洲市城市客运管理处一负责人介
绍，对于今后出租车公司采购的新车，改装
费用全由企业承担。

新增或更新的客运车辆须节能环保
今后， 株洲市区始发的50公里左右道

路客运新增或更新车辆， 须全部使用节能

环保车辆。
去年9月， 株洲

中心城区627辆公交
车全部换成纯电动
或混合动力车，成为全国首个“新
能源公交城”。此后，城郊片区公
交车“油改气”成为重点。今年1月，10台新
购的双燃料公交车在云田专线投入运营。
经测算， 每台车年可节约燃油成本近9万
元，pm2.5排放量仅为柴油车的3%左右。

未来三年内， 株洲的公务用车也将纳
入到新能源、 替换燃料更新改造的范围之
内。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郭力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