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2月23日 星期六 编辑/吴名慧 图编/覃翊 美编/陈懋 校对/黄蓉A14 文娱·看台

三 湘 都 市 报 公 众 服 务 热 线 ： 96258（新 闻 报 料 发 行 投 诉 广 告 服 务 互 动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开 福 区 湘 江 中 路 一 段 52 号 邮 编 ： 410008

22日上午， 微博实名认证为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编辑”的“王
丰-SCMP”爆料称：“北京来电：海
淀公安分局昨天晚上以涉嫌轮奸
刑事拘留了一名叫做“李冠丰”的
年轻男子。名字虽然改了，但还是
有人认出来他真正是谁。” 博文最
后还附上了李双江之子李天一的
网页链接，暗指涉事男子就是李天
一。

爆料传出不久，有媒体报道称
已与李天一的母亲梦鸽取得联系，
对方并未否认，但也并未给出肯定
答复。随后，这一消息得到了北京
警方的证实。22日晚间， 北京警方
公布了相关案情：“2月19日， 海淀

分局接到一女事主报案称，2月17日
晚其在海淀区一酒吧内与李某等人
喝酒，后被带至一宾馆内轮奸。接警
后分局立即开展工作，于2月20日将
涉案人员李某等5人全部抓获，现该
5人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此
外，还有消息称，涉案的5人之中有
一人是李天一2011年因寻衅滋事
罪被政府收容教养一年时认识的
“狱友”。 有律师表示轮奸妇女一般
会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 这其中会根据犯罪
情节进行量刑。 李天一1996年4月
出生，目前尚未满18岁。律师介绍对
于年满14岁未满18岁的犯罪嫌疑
人，法律上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涉嫌强奸，李双江17岁儿子李天一被刑事拘留
律师：强奸会重判，但未满18岁或减轻处罚

见过坑爹的
没见过这么坑爹的

看了《笑傲江湖》，才知道张纪中
厚道，看了《落跑甜心》，才知道于正
厚道。近日，湖南卫视播出自拍剧《落
跑甜心》后，一场用生命来抒发情感
的大赛在网上拉开帷幕。“吐”槽已经
不能丈量该剧的深度，必须用“喷”槽
代之。

@陈翔（主演）：失眠3天了。难道
是《落跑甜心》播出的原因吗？雷雷更
健康。

@姜潮（主演）：这是大家3年前
的首次触屏，请大家理解、包容。不管
有多雷，大家也不要爆粗口哦，就当
喜剧片看也行。

@导演高群书：剧情是韩剧《致
美丽的你》，面孔是我大中华的。声音
是单机版斗地主的！

@作家素灵兰：这其实就是《偷
偷爱着你》之“山寨洗剪吹男主矮挫
穷女主破罐子破摔不减肥版”吧？

@作家羽樱凝：能不能不播《落
跑甜心》了？请再放一遍新《笑傲江
湖》吧！感觉智商迅速被拉低！这次我
就不说谁难看了！简直就是无下限！

■记者 袁欣

甜心还在，观众倒落跑了
《落跑甜心》遭喷槽

距离正月十五元
宵节仅有1天，然而

今年， 娱乐圈有一个
家庭注定无法在月
圆夜合家团圆吃

元宵、赏花灯了。2月
22日，有关歌唱家李

双江之子李天一涉
嫌轮奸被刑事拘留
的消息在网上炸开

了锅， 当天晚间，北
京市公安局海淀分
局对此事进行通

报，证实李双江之子
确实因涉嫌强奸罪
被刑事拘留。

不到2年时间，李天一又“坑爹”
了。2年前， 李双江现身医院看望被
打伤者的画面似乎还历历在目，2年
后的这次呢？万一还有下次呢？

据悉， 李天一是李双江与其第
二任妻子梦鸽的儿子，他出生时，老
爸李双江已经57岁， 是名副其实的
老来得子。 而在网上稍微搜索一下
“李双江、儿子”等关键词，我们不难
发现李双江接受采访时也曾自曝对

儿子的溺爱，“不打，舍不得，有时真
想打，但不能打，劝说，我们吓唬一
下。还没有打，自己的眼泪先掉下来
了”，“我儿子天赋好，但我们现在不
逼他。孩子总归学不坏，因为我们所
给他的东西都是正面的东西。”

子不教，父之过，儿子一再“坑
爹”，难道与爹的“挖坑”就毫无关
系？当天此消息一出，立刻引发网友
热议，有人震惊，有人叹息，也有人

直言：“见过坑爹的， 没见过这么坑
爹的。”

@cklchh：还改名字，以为穿上
马甲就不认识了？这事也得查查，万
一人也是两个身份证呢！

@牛油包：坐等调查结果！只求
公正判决。

@放走风筝：老来得子是喜事，
得子不教可就好事变坏事了， 唉。

■记者 吴名慧

涉嫌轮奸，李天一摊上大事了

见过坑爹的，没见过这么坑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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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销地址：五一平和堂药号（平和堂负一楼） 东塘：平和堂药号（平和堂
负二楼） 火车站仁寿堂药房（晓园数码城一楼）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
红星步步高药房(步步高超市内)��马王堆:誉湘药房(银港水晶城旁)�河
西通城广场新一佳超市药品柜河西：楚济堂药房（枫林宾馆左侧迪信
通旁） 湘春路：楚济堂药房（湘春路 266号）老汽车西站：康寿药房(玉
兰路 448号)���新汽车西站：康寿药房（新汽车西站出站口侧）新开铺：
新一佳康寿药房 星沙:旺鑫药房(星沙四区凉塘路 96号)��望城：九芝堂
康民大药房(电力局对面)��宁乡:开发药号（宁乡大厦一楼） 浏阳:恒寿堂
药房(车站西路 127号)�株洲：平和堂药号 湘潭:福顺昌医药堂 益阳:
平和堂药房(陆贾山庄门面)��岳阳:为民健康药店（九龙商厦对面） 衡阳:
国兴大药房(岳屏公园东门对面)��常德:金华药房(东方女子医院旁)��娄
底:城南药房(财政局门面)��邵阳:时珍药店(中心医院对面)��永州:康源药
房(市委对面)�张家界:采芝堂药房(回龙路老十字街)��怀化:东方药房(佳
惠超市对面)�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第 1人民医院前）

道家精品—福鹿丸 让男人精气足
福鹿丸配方是从道家千年养生经典 《广

成子回春养命术》里发掘出来的，配方经典、独
一无二、千年验证，效果非凡。

福鹿丸中含有野生黄芪、 美国西洋参、东
北马鹿茸、三两重的野山参、香橼、玉竹、百年
首乌、深山灵芝、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川牛膝、
金樱子、植物黄金石斛，蜂王浆等几十味极品
矜贵药材、采用无根水传统方法四十九天熬制
而成。 并秘制成小蜜丸，不经任何中间材料，易
服用、好吸收。 服用后药效迅速、强劲生猛。 所

以，福鹿丸堪称男性千年第一方。
道家称“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

神”，这里的精就是肾精、精化气、气化神，肾精
充足才能气足神旺，红光满面，

福鹿丸采用补肾精、平衡肾阴肾阳的养生
理论， 不仅能够快速解决男性出现的阳痿早
泄，前列腺功能障碍问题，更重要的是用后能
未病先防、改善亚健康，强身健体、延缓衰老，
增强记忆力，持久保持青春活力，类似返老还
童效果。

如果单纯补阴就会出现畏寒畏冷、阳痿现
象，单纯壮阳就会口舌生疮、血压升高、极其容
易出现身体 被掏空
的现象。 福鹿丸内
调脏腑、 外调经络，
阴阳双补，克服了以
往只采阳不补阴弊
端， 从而达到滋阴、
补阳的全面功效。

★让男人 精气足
打造耐力持久激情的标准男人。
服用福鹿丸 30分钟，在温馨怡人环境下，气

冲丹田、欲火焚身，立刻有房事的渴望，激情缠
绵时候快感迅速传遍全身，高潮迭起，尖峰时刻
精华瞬间喷发，立刻醉死欲仙一飞冲天。

激情后器官依然挺拔，不需休息，福鹿丸
的强劲能量可以让你继续 2~3 次。 同时调整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 让你做爱时
间越久快感越强， 激情完毕后愉悦之感久久
萦绕不绝，无任何疲劳感。 并且红光满面、神
清气爽。

★让男人 放得下
让前列腺舒畅，一尿三尺远。

前列腺难治， 停药后反弹是广大顾客经常
遇到的问题， 这是由于前列腺包膜属于油溶性
组织，普通药物产品都是水溶性，根本达不到腺
体内部直接被代谢了，所以久治不愈。

福鹿丸的前列腺营养蛋白是油溶性因子，
亲和性特别强， 营养蛋白和蛋氨酸锌能直接进
入前列腺腺体内部，杀菌消炎，分解代谢坏死组
织，清毒化瘀，提高腺体免疫力，彻底消除前列
腺复发的可能。 服用福鹿丸七天，前列腺轻松舒
畅，不起夜，小便利索，刺痛、尿频、尿急现象消
除，房事持久，快感提升，只需 3 周期，前列腺恢
复到 20岁的年轻状态，一尿三尺远。

对阳痿、早泄、前列腺问题有特效！

★让男人 雄风在
成就粗壮的威猛男人！

据科学检测：每 10 粒福鹿丸水密滴丸所含
能量可供一个成 年人 4 个小时的剧烈运动，如
果把营养和能量单独供给海绵体细胞可达 72小
时的需要， 这一标准是普通胶囊和丸剂的几十
倍。长期从事男性发育研究的专家都为这样的检
测结果倍感震惊。

由于福鹿丸含有新鲜鹿茸和鹿鞭冷凝活性
因子， 服用后促进海绵体细胞 DNA加速分裂合
成，使新生海绵体细胞数量几何级增加，快速发
育，一般服用 3天阴茎热涨感强烈，酥痒，勃起后
充血容量增大，粗度显著提升，随意勃起良好，晨
勃现象增多。

服用两个疗程，器官发育更强壮。据临床数
据显示：连续服用三个疗程福鹿丸，器官稳定增
长几厘米，勃起后顾客普遍反应达到欧美标准长
度，即使在疲软状态下也硕大无比，让你走到那
里都能雄风犹在，自豪威猛。

福鹿丸采用了细胞发育的抗反弹疗法，营
养持续缓慢释放， 所以一旦发育终生不会萎缩，
杜绝了春药或者壮阳药充血肿胀虚假发育。

福鹿丸针对下列症状
阴茎短小、纤细、包皮过长、老年阴茎萎缩；

阳痿、早泄、疲软无力、快感缺乏、无高潮； 前列
腺肥大、增生、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阴囊潮
湿；失眠多梦、手脚冰凉、腰酸腿软、体虚盗汗，服
用其他产品无效者。

道家养肾精品
福鹿丸由几十种顶
级珍贵配方微火熬
制四十九天加以王
浆制丸，每日服用不
仅可令肾精充盈，更
可针对阳痿、 早泄，
阴茎短小立竿见影。

现代医学对福
鹿丸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其熬制过程中，多种药材
会出现螯合反应， 形成新的通补分子团， 其作用和
效果远超过几十味中药单纯组合。经检验分析，独含
前列腺营养蛋白， 蛋氨酸锌和活肾酶颗粒以及硒、
镁、钙、钾 18 种矿物质、21 种氨基酸及多种微量营
养元素。

在配方中对马鹿茸以及鹿鞭采用了新鲜细胞冷
凝技术， 药丸中仍旧保留了新生细胞极强的分裂发
育功能，临床显示，服用福鹿丸当天即可提高勃起程
度和延长做爱时间，一周即可消除前列腺不适症状，
一个月左右生殖器官即可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福鹿丸因其制成丸剂分解、吸收最迅速，并且不
增加任何肠胃肝肾负担，能达到最佳效果，故成为医
药行业 75年来第一个国食健字型丸剂产品。

国家特批丸剂 效果神奇

王总：用福鹿丸像吃水果一样安全！
王总 50 多岁身体就不行了， 原来吃伟哥能顶

上一阵子，结果吃的面红耳赤，现在连勃起都困难，
听朋友说福鹿丸效果不错，直接买了九盒，服用后非
常柔和，不愠不火，感觉像吃水果一样，没有任何不
适，没想到晚上看见老婆穿着三点式的蕾丝内衣，心
中的那股冲动立刻爆发出来了。王总紧紧搂着，亲吻
着她全身颤抖，欲仙欲绝。 整整激情一小时才结束，
高潮一阵又一阵，老婆满足的呻吟声让我倍感自豪，
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酸软如泥、瘫卧在床上，让王
总又爱又怜。

福鹿丸三个疗程用完，王太太享受了性福的美
满， 难以掩饰愉悦的表情向姐妹们介绍着自己醉死
欲仙的晚上， 她说老公 每次都让我有触电般的感
觉，让我心驰神荡，高潮时我几乎昏死过去了，没想
到活了大半辈子，终于享受到了做女人的幸福了，姐
妹们应该给老公买福鹿丸享受一下。
西宁康巴生物医药公司出品

爱心提示：福鹿丸是高纯度水蜜丸，不是胶囊不伤肠胃，
百分百吸收，18 岁成年后都可安全服用， 糖尿病、 心脏
病、高血压、冠心病服用非常安全。

凡服用福鹿丸 3 个周期，如果没达到最低 4cm 增长，
1cm增粗，我们将赠送两周期巩固调理，确保达到满意效
果！ 好疗效，才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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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价:397元 /盒

购 4盒送 2盒
购 5盒送 4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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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价：197元

道家养生《广成子回春养命术》

福鹿丸专线：0731-86423268
短信订购平台 13187211679
市内免费送货，省内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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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鹿丸男性极品千年妙方

微博炉@
小时候的李
天一与父亲
同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