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社区

如果遇上好天气，在长沙市

东风路烈士公园一带，常常能看

到两位老人带着二胡练唱，老大

爷说，老婆是湘西剿匪时“剿”回

来的，能歌善舞，他们简单而实

在的幸福羡煞旁人。

剿匪“剿”了个好老婆

大爷名叫罗运贵， 今年83

岁，妻子佘元年77岁，结婚55年。

1952年，身为岳阳人民检察院党

团联合支部书记的罗运贵正值

25岁， 他带头下乡至湘西剿匪，

在同一个支部遇见了佘元年。

“那年她才20岁，是个搞文

艺的小姑娘，声音很好听。记得

我俩第一次私下见面是约在河

边的小船上， 那晚月光好亮，我

们聊了好多啊……”

听老伴回忆起当年的故事，

佘元年不好意思地拉了拉老伴

的手，“我俩是自由恋爱，但好多

人不看好我们，因为我们一个搞

文艺，一个搞政法，似乎没有共

同语言。”让大家想不到的是，二

人相恋一年就结婚，相爱至今。

上过电视当明星

“我认识她之前， 别说跳舞

主持什么的，连最简单的歌曲都

唱走调。” 罗运贵连连摆手，“现

在不一样啦， 什么唱啊跳啊，看

都看会了。”

2005年，二位老人参加了长

沙市“一生缘十佳伴侣”比赛，以

98.1分的最高分夺得冠军。“主办

方知道我们会打架子鼓、弹钢琴、

拉二胡，可激动了，要我们把最好

的才艺留到最后作杀手锏。”聊起

自己的“明星”经历，佘元年很是

兴奋，“别的参赛者都有拉拉队，

口号、手势、横幅样样有，我们什

么也没有，可我们有全场观众的

掌声，那掌声，齐刷刷的。”

5年后再拍一次婚纱照

“从银婚、 红宝石婚再到金

婚，大家说我们年轻时一点也不

像，年纪大了，反倒鼻子眼睛越长

越像。”罗运贵说，再过5年就是钻

石婚了， 他想好跟老伴再去照一

组婚纱照，“估计那时我们就是长

沙最老的婚纱顾客了。”

■记者 黄静 实习生 向莉 鲍铝

1955年5月14日，

夫妻俩在怀化安江的

结婚纪念照。

9岁的小碧云患上了白血病，这是爸爸和她在医院里。

实习生 陈江南 记者 李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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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毒：咽炎反复发作的真正“元凶”

夏天火气大， 我省很多咽炎患者

反映：咽喉肿痛、声音嘶哑、恶心干呕，吃

饭吞咽困难， 讲话多了嗓子干得直冒烟，

粘痰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心烦得很、嗓子

眼痒得恨不得用手挠，喝点酒吃点辣的喉

咙上火疼得直抽筋……临床上，专家指

出这都是急、慢性咽炎的典型症状。

祖国医学认为： 喉咙长期受外界

刺激感染，会在咽粘膜底层形成喉毒。

喉毒像卡在咽喉中央的一颗硬毒瘤，

喉毒长期作恶， 导致咽粘膜组织反复

充血、感染、发炎，形成急慢性咽炎。咽

炎长期反复发作、 恶化， 极易诱发肺

炎、老慢支、甚至喉癌！ 而传统中药含

片和西药抗生素只能单纯性消炎杀

菌，却很难拔除喉毒，这就是急慢性咽

炎反复发作的根本所在。

同样治咽炎 百年蒙药多一手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流传近百年

草原牧民治咽炎的方子，简单有效。该

方以元代蒙医学家沙图穆苏著名的

《瑞竹堂经验方》为基础，精选六位大

漠草药巧妙配伍而成—清咽六味散。

方中丁香以利咽、解毒为主药；石膏、

甘草以清肺止咳，共为辅药；配合玉簪

花清热止咳，广木香祛痰、止痛，诃子

解毒、调元。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六味

草药碾制成的粉状散剂，药性生猛，能

直达咽喉病变部位，其独有的“生津胶

原酶”和“离子清喉素”具有极强的穿

透力和吸附力， 直接靶向作用于咽部

喉毒，像磁铁吸住铁屑一样强力吸附、

粘住喉毒猎杀干净，不留残余。同时全

面修复受损的咽粘膜组织， 防止内毒

外菌再次攻击！ 该方治疗咽炎在当地

堪称一绝。

在第 29 界世界民族医药大会上，

蒙药“清咽六味散”以其确切的疗效及

独特的散剂给药疗法得到与会专家的

高度好评与认可。 同时被国家药监局

评审为： 中药保护品种、 国家一类新

药。大会顾问杨启教授盛赞道：传统药

物通过肠胃吸收，到达咽喉病变部位，

药效已经微乎其微。 而蒙药清咽六味

散不经肠胃吸收靶向给药，直击喉毒，

全面修复咽粘膜的根本疗法， 彻底改

写了咽炎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的历史！

含服方便，1分钟见效，无效退款，15天治好

一天两袋，不需用水，每次只须将

【清咽六味散】倒入嘴里即可，很是方

便。刚入口时，顿感一股冰凉劲直往嗓

子眼里钻，当天咽部清爽，火气全消，

刺痛、痒咳等不适症状明显减轻；服用

5 天， 咽喉干痒、异物感、干咳、多痰、

嘶哑等症状完全消失；最多 15 天， 喉

毒彻底拔除，受损的咽粘膜全面修复，

咽喉组织免疫机能得以重建， 声音洪

亮，嗓子完好如初，抽烟喝酒都不怕！

现在好了， 我省咽炎患者可以用

这个方子调治，在东塘星城大药房、平

和堂（五一店 /�东塘店）、东塘楚仁堂大

药房、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河西通程

新一佳药品柜、南门口好又多药柜、家

乐福双鹤大药房、 华夏新一佳药柜；星

沙：旺鑫大药房；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

房；宁乡：神洲大药房；浏阳：钰华堂大

药房；株洲：新华书店一楼人民药店；湘

潭：基建营福顺昌医药堂；岳阳：为民健

康医药超市（九龙商厦对面）；衡阳：民

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医院旁）免费

送货电话：0734-6681909；常德：武陵阁

大药房（步行街西侧）；益阳：平和堂大

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邵阳：时珍大

药店（宝庆中路中心医院斜对面）；郴

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 69号第一人民

医院前 50 米）；娄底：长青中街橡果国

际天天好大药房；怀化：东方大药房（中

心市场天桥下）；吉首：博爱大药房可以

买到现成的蒙药【清咽六味散】，具体如

何 购 买 、 使 用 , 读 者 可 拨 打 ：

0731-88901553咨询了解。据悉，由清

咽六味散厂家举行的“买 5送 2，买 3送

1”优惠让利活动现已开始。 同时，厂家郑

重承诺：使用当天无效，余货全退！ 市内

免费送货，省内免费邮寄。

拔喉毒 15天快治老咽炎

本报8月23日讯 “爸爸，输

完血就可以回家上学了吗？”这

是病床上小碧云对爸爸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

周碧云今年9岁， 邵阳隆回

人，成绩优异，8月中旬被确诊为

患有白血病， 不得不放弃学习。

可是，真正要命的并不只是疾病

本身，还有和姐姐配型成功的她

无钱做手术。

懂事的女儿早当家

今天下午，记者来到了湘雅

三医院血液科病房。瘦弱的碧云

正在边输液边看《格林童话》。在

病痛的折磨下， 小碧云脸色苍

白，嘴唇丝毫没有血色。爸爸说：

“这书是女医生带着孩子送来

的，她可喜欢啦。” 周爸爸说，碧

云是个乖巧的孩子。因为自己常

年在外打工，女儿一直跟患了间

歇性精神病的妈妈生活在一起，

很多家务活她都抢着做，小小的

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有一次，妈妈突然发病，爸

爸不在家，小碧云就担起了家

务事的重任 ，“那时候她人都

没有猪圈高，力气很小。她就

跟弟弟来回地抬着两三瓢的

潲水倒进食槽里喂猪。” 爸爸

红了眼睛。

配型成功却无钱手术

8月8日，碧云发烧，经诊断

是白血病，所幸碧云和姐姐骨髓

配型成功，可30多万元的手术费

让一家人犯难了。周爸爸无奈地

说，大女儿因没钱读书，初中就

辍学了，“现在碧云住一天院的

费用，我挑砖得挑一个月才挣得

回。”

“这孩子很坚强， 一路治疗

下来，我只见她哭过两次。”病友

周阿姨说。

周爸爸说，带女儿来长沙治

病时，周围邻居都哭着把钱送到

自己手上，其中一名邻居杨旺全

说：“我身上就这两百元钱，都给

你，你一定要把小孩的病治好。”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陈江南

湘西剿匪“剿”回个好老婆

这一对有意思，年轻时一点也不像，年纪大了越长越像

丈夫 罗运贵 83岁

岳阳检察院离休职工

妻子 佘元年 77岁

岳阳检察院退休职工

相似处： 丹凤眼、鹰

钩鼻、薄嘴唇

爸爸，输完血就可以回家上学吗？

白血病女娃配型成功却无钱手术 小姑娘才9岁，手术费要30多万元

湘湘的遭遇牵动了众多读者

的心。8月23日， 长沙市政府机关第

三幼儿园为她送来了3770元募捐

款； 浏阳的黄女士要介绍一位能治

硬皮病的老奶奶。

幼儿园团支部书记蒋老师说，

“开学后， 我们还将组织小朋友和

家长第二次为湘湘捐款。”

“我认识一名王奶奶，在浏阳，

她能治疗硬皮病。” 读者黄女士拨

打本报热线时说，“王奶奶70多岁

了，上个世纪70年代经过专门的培

训从事接生工作，后来她自己钻研

出了一些治疗孩子疑难杂症的方

法。黄疸、鹅口疮、硬皮病等她都能

治。”黄女士表示，王奶奶就住在

浏阳集里办事处禧和社区， 如果

湘湘需要，她可以帮忙联系。

■记者 曾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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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送来3770元钱

有个老奶奶能治硬皮病

8月23日， 长沙市司门口，一

阵舒服的凉风吹过， 眼前飘来一

位身着白色长裙的美女， 白皙的

皮肤以及被风吹动的白色裙摆，

让我有点神情恍惚， 感觉好像月

宫的仙女驾到，美得无法形容。

读者 小白裙 摄（稿费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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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夫妻俩在桂林旅游留念。

夫妻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