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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出没的可疑男子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的一天凌晨，家住上海长宁区虹古路的张俊杰

刚下班回家，他知道朋友们已经在家打了一晚上的牌了。他停好
自行车刚准备上楼和牌友汇合时，一个年轻男人从２楼走了下来。
张俊杰看了看这个男人，脸很陌生，于是悄悄跟踪他。只见这个
穿着运动鞋的年轻男人走到小区的健身花园，在小花园待了一会
儿，便转身按原路折了回去，又走到张俊
杰住的那幢居民楼。

见年轻男人走上三楼，张俊杰也跟了
上去，并且回了自己的家，叫出朋友帮忙。
他们刚走到三楼，与从四楼走下来的年轻
男人撞个正着。张俊杰拦住他： “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 “我
是来找人打牌的。”年轻男人用带着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回答道，边
说边急着下楼。张俊杰一把拉住年轻男人，继续追问： “你到谁
家玩？”

年轻男人有些急了，他一边挣脱张俊杰的手， “好像是三楼
的。” “三楼哪一家？请你敲一下你朋友家的门。”张俊杰看男人
紧张的样子，更加产生怀疑。见张俊杰这样认真，年轻男人更加
慌乱， “哦，好像找错了，不是这里的。”年轻男人边说边想下
楼。张俊杰和朋友们拦住他。年轻男人从走廊的窗口处拿起一根
４０多公分长的铁撬棒冲过来。张俊杰几个人把年轻男人制伏报了
警。

虚假身份和满口谎言
被警察带走的年轻男子自称王家祥，从安徽来上海打工。之

所以会在半夜出现在居民小区，是因为自己想要偷摩托车牌照，
但没有成功。然而警方很快发现此“王家祥”非彼“王家祥”。这
个年轻男人冒用了别人的姓名和身份证。

谎言被戳破后，年轻男子坦白自己的真实姓名叫“李天浩”。
“我一开始被抓的时候报的是王家祥的名字，其实他只是我的小学
同学。我到上海没多久，身份证就丢了。借用了他的身份证找工
作。”

李天浩的身份确认了，可是对于他的供述却难以让人信服。

在李天浩身上，警察发现了一部手机、一条项链、一只手表和不
少现金。

李天浩被抓获时，在他的身上还有两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
些莫名其妙的数字和文字。李天浩告诉检察官，这两张纸是他被
抓的那天晚上，在小区找寻摩托车牌照想要下手时，顺手从一辆
自行车车兜里捡的。经再三盘问，李天浩终于承认纸上数字是自

己写的。 “我写那些数字是为了研究彩票，３６选７。”李天浩说自
己平时一直买彩票，也喜欢研究彩票，那天正好闲来无事就坐在
小区的小花园里研究了一下， “我只写过数字，其他字我也不知
道是谁写的。”李天浩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为了偷摩托车牌照才出
现在居民小区中，而且还没得手就被张俊杰等人制止了。

检察官发现，在这些数字中有两组带着“弄”、 “号”、 “楼”
等字样的，显然是门牌号码。检察官联想到了两个月内连续发生
的９起连环盗窃案。经过对比，检察官惊讶地发现，９起连环盗
窃案中有５起的地址和纸条上所记录的数字相吻合，李天浩显然
有重大作案嫌疑，李天浩对此却矢口否认。

两个月内九宗盗窃案
与李天浩发生关联的这９起盗窃案分别发生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至１２月。被害人之一的刘小姐告诉检察官，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中旬的
一天晚上，她离开暂住地外出办事。离开家时，刘小姐确定自己
已经把防盗门锁好了，但是到了次日凌晨回家时，却发现走廊厨
房间窗的防盗栏被拆卸了下来，而且房间的门也都开着。刘小姐
经过查看，确认自己放在大橱抽屉里的６０００元人民币现金不翼而
飞，另外还有一些金银首饰和几张银行卡不见了，并且刘小姐的
身份证也一同被偷走。

和刘小姐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受害者郭女士。就在刘小姐家中
遭窃的第三天，郭女士的家中也遭遇了“梁上君子”。当天，郭女

士一早就出了门，晚上１１点多才到家，一回家就发现家里的东西
被翻动过，不见了一些现金、首饰和一部数码相机。

检察官发现，这９起盗窃案大多分别发生在同一小区中，被
害人往往都是夜晚外出归来后发现家中被窃。从现场勘查可以看
出犯罪嫌疑人每次进入现场的方式相似，以撬窗入室的方式为主，
只留下脚印，没有留下任何指纹，作案人很可能是戴手套作案。

而李天浩被抓获时身上就携带着扳手、
手电、手套等盗窃惯用工具。

然而，盗窃案现场并没有留下太
多明确的证据，李天浩也全盘否认，
在检察官手中的又只有一串莫名数字，

要如何才能证实是李天浩实施了这一系列盗窃案呢？
只有鞋印和“数字天书”

李天浩被抓获时，公安机关扣押了他脚上所穿的运动鞋，
经过鉴定，李天浩这双鞋的鞋印与那９起连环盗窃案案发现场
勘查提取的鞋印可以认定为一致。从被害人报案时间看，被害
人都是在意识到被窃后第一时间报案，同时现场勘查中均没有
勘查到其它作案人的鞋印等现场痕迹，因此可以排除他人作案
的可能。也就是说，可以确定，案发现场的脚印正是李天浩所
留下的。

同时通过笔迹鉴定，可以确定那张有着数字的纸条的确是李
天浩所写。虽然李天浩承认是自己写了这些数字，但辩称自己是
为了买“３６选７”的彩票而随便写的数字，但其中一些数字中间
还夹杂着“弄”、 “号”、 “楼”等明显带着地址特征的文字，显
然与李天浩的说法不符。检察官推断，这些数字应该是李天浩在
作案前进行事先踩点时所写的地址。

虽然鞋印没有排他性，但是鞋印和“数字天书”相结合，从
证据互相印证的角度，依旧可以认定李天浩非法侵入上述失窃地
点。即便李天浩拒不认罪，长宁区检察院检察官还是凭借一系列
缜密的思考和相互印证的证据，抓出了李天浩这只狡猾的“娄阿
鼠”，日前以盗窃罪对他提起了公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牗据《上海法治报》 徐荔黄峥／文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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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５月５日至５月１０日，历史所
呈现的，不仅仅是一起单纯的暴力劫机事
件处置过程，还是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外交
斡旋。谈判期间中韩两国所释放出的善意
信号，为日后从陌路走向和解铺就了道路。

被劫机长曾经想降在平壤
１９８３年，王仪轩４３岁，是中国民航沈

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５月５日，他踏上中
国民航２９６航班准备赴上海。

“１０点半正式起飞，大概二三十分钟
后，警铃响了。”伴随着的还有乘客惊恐的
尖叫和枪声———驾驶舱的舱门被轰开，一
个黑大个儿冲了进来，高声叫着：“１４８度，
１４８度，汉城（首尔）！”王仪轩心里大惊：
“这个人懂行！”

“黑大个儿”就是卓长仁，“５·５”劫机事
件的主犯，因经
济犯罪被举报，
为逃脱制裁准
备劫机赴台，而
当时与中国尚
未建交但与台
湾关系良好的
南朝鲜显然是最佳中转站。曾在辽宁航校
就读的经历，无疑令卓长仁“很懂行”。

王仪轩的头上顶着枪，心里却在盘算，怎
样将飞机降落在比汉城更有利的地方——趁
卓长仁不注意，他在拐弯的时候把飞机调了个
头。“不对，方向不对！往东！”手枪不断敲打着
王仪轩的头部。“没办法，我只能一再往东改…
…大连不行，那就丹东、眼看丹东也错过了，最
后的机会就是平壤……”手枪就顶在头上，王
仪轩决定赌一把，一看到“千里马”（平壤的地
标性建筑）就准备着陆。卓长仁不干了：“拉起
来，要不然同归于尽！”看到卓长仁已经急红了
眼，想到随时会因此而丧生的上百乘客，王仪
轩又把飞机拉回到正常高度。

“看来，汉城是一定要去了。”王仪轩心
想。

飞机一过“三八线”，汉城上空就拉响
了警报。然而，飞机没油了，“再往前飞已不
可能，只能就近降落。附近正好有个小机
场，就凭感觉开始寻找入口降落。”当时的
王仪轩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试图完成一次
不可能完成的降落———那是美国的一个直
升机专用机场，根本不适合客机。“我事先
有所防备，目测低一点，一进跑道就落地，
飞机接地后马上刹车，然后拉反推、反喷、
飞机停了。”

就这样，这架运载着近百名中国乘客
和三名日本乘客的飞机，闯进了南朝鲜境
内汉城东北方向的一个小镇子———春川。
南朝鲜的善意和热情出乎意料
当卓长仁闯进驾驶舱时，中国民航局总

调度室的雷达屏幕上，２９６号航班的身影开

始若隐若现，并偏离航道……几分钟后，正
在中南海汇报工作的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
从电话里得到消息：２９６航班可能被劫持了！

沈图的脑子“轰一声炸开了”，立即驱
车直奔调度室。下午１点，国外电台传出消
息：２９６航班已经降落在南朝鲜汉城东北
美军基地的春川机场。

飞机在春川一降落，便被飞驶而来的
美军卡车团团围住，卓长仁荷枪实弹出现
在舱门口，大声要求会面“台湾驻韩国大
使”，否则机上乘客将被继续扣押。

但是，在南朝鲜的紧急会议得出相关
结论前，卓长仁不可能得到答复，接下来的
是长达８个小时的等待。

与此同时，北京也陷入了煎熬，这是一
个外交难题：如何通过谈判说服与中国长

期敌对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南朝
鲜，将被劫持人员、罪犯交还中国？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南朝鲜对于中国
的谈判要求给予了格外热切的回复，甚至
建议中国派外交部高级代表前往汉城，显
然，想摆脱外交孤立困境的他们希望和中
国进行正式接触。

在２９６航班所有人员被转往汉城后，
南朝鲜方面表现出了很大善意，比如，拿出
１０万美元善后、解决中国谈判组和随机人
员在韩的所有开销、所有乘客被安排进汉
城最为豪华的酒店、房间里布置着中国屏
风和传统书画、所有汉城最好的地方都带
乘客们看了，临走还赠送许多在国内压根
见不到的电子产品……

那些活动，王仪轩一概没有参加，他留
在房间，等待事情的解决。５月７日下午，沈
图的电话打进了房间：“我代表祖国亲人来
接你们了！”那一刻，王仪轩压抑已久的眼泪
再也没能控制住。整个通话过程，王仪轩只
哽咽着挤出一句话——“你快点来吧！”
双方在签备忘录时的智慧之战
王仪轩和被劫乘客焦急等待时，中南

海早已决定派出一支斡旋队伍赴南朝鲜谈
判，希望将被劫人员安全送回国。如今７８
岁的钱文荣向记者谈起１９８３年在汉城他
参与的那场３天３夜的谈判时，语速飞快。

“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同意和南朝鲜有
外交接触？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朝鲜问
题。”这名新华社老记者如此分析当时的形
势。当年，钱文荣和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
副处长许光建都隐藏了真实身份，以中国

民航谈判组的组员身份前往汉城。许光建
说，那时的南朝鲜未与中国建交，派出外交
人员谈判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他们只能
以“中国民航人员”的身份做掩饰。

事实上，一下飞机，对方就已经从各个
渠道摸清了谈判组每个人员的底细，但并
未揭穿。“他们一心想借此谈中韩关系。”许
光建如是说。于是，双方就在各自的意愿中
使各自的劲，谁都不愿意让步。

然而，就在中国谈判组决定放弃将劫
犯引渡回国以尽快结束谈判时，一个新的
问题又产生了———一份多处写有“大韩民
国”字样的备忘录交到了中方代表手里。
“他们太狡猾了，我们只要一签字，就等于
承认了他们，也就等于双方建立起某种关
系。”钱文荣摇摇头。那时，南朝鲜为了与朝
鲜区分，自称“南韩”、“大韩民国”，而与朝
鲜建交的中国，自然只能称其为“南朝鲜”。

接下来的谈判因名称的纠结而充满火
药味。

这时，钱文荣
接到国内意见：名
称问题是次要的，

尽快把人和飞机接回国内。有了这个指示，
沈图心里有底了，他将修改备忘的任务交
给了许光建和钱文荣。“怎么改呢？两种办
法，一种是改成南朝鲜，一种是改成汉城，只
留落款处‘大韩民国’，并把落款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改成‘中国民航’。”经过一整夜的
反复修改、核对，第二天一早，韩方拿到备
忘，一看后面的“大韩民国”还在，就很高兴。
１０日上午，双方签字。

至此，中韩双方就卓长仁劫机事件的
谈判结束。当日下午，工作组、９６名旅客和
机组人员离开汉城，而包括卓长仁在内的
６名劫机犯留在了汉城。

中韩交往通道终被打开
在谈判结束后，南朝鲜屡次拒绝将劫机

犯送往台湾，并对他们施以刑罚，一年后才
迫于压力将他们释放到台。台湾将卓长仁这
几名暴徒视为座上宾，还冠以“反共六义士”
的美名，不过他们仍难改暴戾恶习，卓长仁
后因绑架、杀人等罪名被台湾处以死刑。

中国首任驻韩大使张庭延回忆起这段
历史时，仍感慨这一事件对中韩建交的推
动作用。南朝鲜在劫机事件上的“不配合”
让台湾非常不满，双方因此开始交恶。１９９０
年，南朝鲜派运动队参加北京亚运会，对中
国表示支持；随后中国支持南朝鲜加入联
合国。这些投桃报李的举动为双方建交打
下基础。而民间交往和经贸往来更不可阻
拦。１９９２年８月，南朝鲜与中国建交，同时
与台湾断交。“南朝鲜”这一称呼也从此变
为“韩国”。

（据《国际先驱导报》杨梅菊／文）

卓'()*+,---

戏"#$%&'()*+

农家女供养丈夫读大学
陆世龙１９７５年４月生于甘肃省山丹县清泉

镇。１９９１年７月，因为家贫，初中毕业后他开始在
外打工。
１９９６年春，陆世龙来到深圳做建筑工，结识

了一个叫乔会的女孩。乔会比他小１岁，家住甘
肃省永昌县东寨镇农村，当时在深圳一家鞋厂打
工。随后他们陷入热恋，不久结婚。了解到陆世龙
的处境后，乔会劝他“你专心去读自考大学，不要
再打工了。”不久，乔会替他报考了甘肃省建筑工
程学院工民建专业（本科）的全国自考。

之后，乔会租了房子，让陆世龙辞了工，全身
心地温习功课，自己则拚命工作，用她的工资维
持两人的生活，并供养丈夫读大学。
２０００年６月，陆世龙在乔会的支持下，如

愿以偿地修完所有课程，获得本科文凭。这年
１０月，他顺利应聘到福建省厦门市某建筑开发
设计公司做工程验收员。２００４年７月，他被公
司派往北京建筑工程设计研究院深造。２００６年
７月，他学成后重回厦门公司，成了一名建筑工
程师。

丈夫变心企图休妻
当了建筑工程师后，陆世龙的良心和责任

心，因为一个女孩的出现，受到了考验。
这个女孩名叫邱芹，时年２３岁，厦门当地

人，是陆世龙所在公司新来的文员。她听说了陆
世龙自学成才的非凡经历，十分钦佩，向他展开
爱情攻势。

陆世龙虽然对妻子充满愧疚，却没有阻止
自己与邱芹的感情加速。随着交往的深入，邱芹
终于知道了陆世龙已有妻室的事实，便催促他
尽快与妻子离婚。
２００７年春节，陆世龙回到了甘肃老家。陆世

龙对乔会说：“我这次回来，是要和你离婚的！”乔
会呆了，随即痛哭不止，这次陆世龙未能如愿。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日，在邱芹的催促下，陆世龙

再次回家与乔会商量离婚之事。可让他猝不及防
的是，乔会一见他回来，就通知了一大群乡亲来家
里，对他群起而攻之。大家纷纷谴责他忘恩负义。
这样，陆世龙对乔会的幽怨升级成了仇恨———是
她让我声名狼藉，是她让我得不到应有的幸福生
活……一个罪恶念头渐渐在他心里升腾起来。

工程师精心谋划杀妻
一天傍晚，陆世龙看见乔会在院内的一口深

井旁，双脚踩在井沿石上，两只手抓着用绳子吊
着水桶提水，他突然想到，如果让井沿石在自己
设定的时间断裂，妻子会“不慎”死亡……

作出这个决定后，陆世龙便对乔会说，自己
这次回来，不是来向她提离婚，而是特意来看她
和母亲的，并请她原谅自己过去的“糊涂”。

第二天，陆世龙就开始收集井沿石设计数
据：乔会体重５５公斤，一桶水重２９公斤，每天提
水约７桶……

但关于乔会足底与井沿石接触面积的计算，
则由于他没有带上专用测绘仪器，无法测出，于

是他把乔会的鞋底在一张白纸上按了一个印，以
便带回公司测量……

陆世龙回到厦门后，马上着手为乔会“量身
设计”井沿石。他计划把井沿石的“寿命”设定为
４０天———也就是说，当他安上自己设计的井沿石
４０天后，井沿石就会因为每天所承受的重量而达
到疲劳极限而断裂。在设计时，他运用了力学、机
械学、微积分等多门专业知识，最后终于绘制出
了一份井沿石的工艺图。８月２２日，他将图纸拿
到一家预制板厂，让厂方用４２５号的普通硅酸盐

水泥，与沙按１７．２５的比例，按图制作两块长７０
厘米、宽４５厘米、厚１４厘米的混凝土板子。

一个星期后，陆世龙取回了两块混凝土板
子，悄悄地放在箱子底部，并在上面覆盖了一块
与箱面颜色一致的布。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他给乔
会买了几件衣服，放在箱子里，连同“作案工具”一
起带回家。
１０月３日上午，陆世龙让乔会到镇上给他买

皮蛋。乔会一走，他就把两块精心设计的混凝土
板子安装在井沿上，并将板子下面部分泥石掏

空，让板子五
分之三的面积
悬空……乔会回家后，他对她说：“我闲着没事，给
你修了一下井口。”他给乔会作示范，告诉她提水
时踩在那两块混凝土板子上才省力。

第二天，陆世龙就回厦门了。乔会每天都按
丈夫示范的动作提水……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上
午９点左右，乔会掉到井里溺水身亡。当地公安
干警赶到后，对现场进行了勘察，排除了他杀可
能，同意家属安葬死者。

２００９年春节，陆世龙在邱芹家里举行了定亲宴。
凶手酒后泄“天机”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２日傍晚，陆世龙下班后被同
事请到酒楼吃饭。邱芹因为要加班，随后才去。当
她赶到酒楼时，看见带有醉意的陆世龙正与同事
谈论一起厦门刚发生的丈夫雇凶杀妻案。陆世龙
说：“这个男人真蠢！杀人难道非得请凶手，用刀
子？难道就不能杀人于千里之外，做得连神仙都
不知道吗？”听了这话，邱芹不禁心头一震！那一
刻，她敏感地想起了陆世龙妻子的死。她连忙追
问：“杀人于千里之外？什么作案手段这么先进
啊？”陆世龙觉得自己失言了，立即缄口不语了。
他的局促，让邱芹更加狐疑。

回家后在邱芹的再三追问下，陆世龙将杀妻
经过和盘托出。说完，他哭着请求她原谅，说自己
做这一切都是因为爱她，求她保守秘密。

第二天，邱芹经过思想斗争，还是拨打了报
警电话。６月１５日，陆世龙被永昌县公安局依法
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文中除陆世
龙外，其余为化名）

（据《打工》２００９年第１９期九阳阿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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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一个农妇含辛茹苦地供养丈夫考取了本科文凭，当上了城里的建筑工程师。当丈夫另结
新欢后，她很不甘心，拒不离婚！让她欣喜的是，在她的抗拒下，丈夫似乎回心转意了，对她从
此体贴起来。岂料有一天，她竟奇怪地在自家院里的水井提水时坠井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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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同学是河南林州的一个普通孩子，全家唯一的家电是一台
黄河牌收音机，其所在的高中教学水平一般，全校每年只有不到２０
人能考上大学。高二暑假期间，她通过全国青少年学习能力推广工
程活动，接触了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并对其中的学习流程管理部分
最感兴趣，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只要换一种思路，效果就会成倍提
升。开学后的第一次月考，她破天荒的以满分考了全班数学第一，期
中考试时，总分上升了１７４分，考了全年级第一名，任课老师非常吃
惊，还以为她背后有高人指点。２００７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
学数理基础专业，真正成了“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据了解，这种改变她命运的学习方法，就是《ＣＶＣ状元高分学
习法》。它是由北大、清华等数十位教育专家，对１００位高考状元以

及众多成功学子的学习特点总结
而成，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
社出版发行。该学习法由专家给

孩子讲解系统的学习方法，及高考状元示范如何应用到每门课程
的学习中。知识体系精解教材帮助学生掌握每门课程的核心知识。

有关教育专家指出：《ＣＶＣ状元高分学习法》之所以能够快速
提高学习成绩，主要在于它是从学生怎样学的角度编写的，简单
易学，便于操作，学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通过模仿和套用即可
轻松掌握。不少原本学习差的同学通过《ＣＶＣ状元高分学习法》
学习成绩明显提高，令同学及老师刮目相看。同时它还给无数平
凡而又渴望成功的学子以极大的启迪和鼓励，被高考状元积极的
学习心态、精神面貌及学习方法深深感动，每读一遍就备受鼓舞。
０６年河南省高考状元张同学坦言：是《ＣＶＣ状元高分学

习法》在半年时间把自己送进北大；四川绵阳高考前十名中有

四名都用了《ＣＶＣ状元高分学习法》；湖南株洲市周同学考前
三个月才使用《ＣＶＣ状元高分学习法》，平时成绩一般的他最
终以６１７分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ＣＶＣ状元高分学习法》
一经问世便热销全国各大校园。据悉，位于长沙市定王台书市
一楼４号金三角书店（进大门右第一家），株洲中心广场新华书
店一楼人民药店专柜已引进该学习法，长沙和株洲的家长、同
学可就近购买。为方便本报读者购买，中科音像出版社特在长
沙成立全国邮购服务中心：长沙曙光中路５０９号中科出版社
邮购中心杨意香邮编：４１０００７
（注：高中、初中、小学三个版本同步上市，邮购者注明所购版本）
全国统一售价：２９８元／套
服务电话：０７３１－８６６６５８４８
（长沙市内免费送货，湖南省内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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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阳前列消贴”上市以来，好评不断，仅
在南京已收２６０位患者的感谢信。

为了让更多低收入的前列腺病患者全
面康复起来，神奇药业集团经董事会决定，
一次性优惠３６０万元，特举办此次“原价２９
元，现价１９元，治好前列腺病。使用２贴，
如果患者不满意，可在购买５日内，将剩余
药贴，全部回收”的大型优惠活动。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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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肥大转好６０岁宝刀不老
李教授患前列腺增生

多年，排尿麻烦。每次小便
需等待好几分钟，尿不尽，
夜尿１０多趟、滴滴嗒嗒，
常常撒在裤子上。白天每
隔半小时就得小便一次，痛苦不堪。尖端
治疗仪试过了，没解决问题，传统药物吃
坏了胃和肝。

使用回阳前列消贴不到１个月，李教
授症状明显减轻，腰背部酸疼、尿频、尿急的
毛病也好了。继续使用４个月后已经康复。

““JK<LMNLOPQRH

才１贴夜尿就减少了４次
李先生３５岁，患慢性

前列腺炎多年。他常常尿
频、尿急、乏力，饮酒后加
重。晚上起夜７、８趟，睡不
好，真折腾人。前列腺常规：

白细胞（＋＋＋）卵磷脂小体（＋）。多次使用
药物治疗，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均没有完
全治好，还花了好多冤枉钱。

用前列消贴后，才１贴起夜次数减
少了一半，４个周期后前列腺康复，排
尿轻松。李先生现在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停用一年至今没再犯。

锁定时间：今日—１１月２０日咨询热线：０７３１—
８２５２６８８７ ８２５２６８８１

第一周期：疼痛消失，尿路通畅。使用１
贴：会阴部有温热舒畅感，胀痛减轻，起夜次
数减少一半。使用一周期，尿频、尿痛、尿不
尽、尿滴沥、尿滴白等症状大幅度减轻，排尿
挤迫感减轻，倍感轻松。

第二至三周期：前列腺增生明显回缩，炎
症消除，逐渐康复。Ｂ超显示，前列腺肥大、增
生体明显回缩。坚持贴用，前列腺恢复正常大
小，尿频、尿急、会阴胀痛等各种不适症状消
失，远离烦恼！

第四周期：前列腺正常，人也年轻了。前
列腺管道得以疏通，炎症消除，受损细胞粘膜
得到修复，前列腺正常。

◆每天仅限前２００名每人最多限购６０贴
◆活动仅此１次，活动过后恢复原价２９元

消除前列腺病三湘出了新鲜事
“J前TUVWXUYZ[\]<^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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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过后，三

湘惊现“新鲜事”：多年的尿频、尿
疼、尿等待、尿失禁的前列腺患
者，没吃药竟然好了！这是真的
吗？什么产品如此神奇？到底是什
么能不手术，轻松一贴，前列腺恢
复正常？

原来，众多的前列腺病患者
悄悄在内裤上贴上一种小药贴，
舒舒服服就把病消除了。这种不
吃药、非手术的神奇产品就
是———回阳牌前列消贴。

经调查，所有使用过的患者
均一致感叹道：“真的太神了，不
吃药，免手术，轻松消除前列腺

病，贴贴见效！”
前列消贴凭借其三大突破，带

给男人们难以预料的惊喜：
突破１：男人三大问题，一起解决

前列消贴当天缓解症状，帮助
解决男性尿路问题、前列腺炎、增
生、肥大三大问题。
突破２：表里同治，不易复发

１贴药力可持续４８小时，４
个周期疏通尿路，回缩腺体，表里
兼顾。
突破３：不受罪，不伤身

北京、上海等多家医院记载
该药贴的显著功效。起效快，安
全可靠。该药贴清腺毒、化增生
的康复特点，创造了医学奇迹！

前列腺奇贴惊爆３个想不到
UYZXUVW=?不X?jX?UkX?lm=<<nN

自前列消贴在湖南上市
以来，很多前列腺炎、前列腺
增生肥大患者反映：恼人的
前列腺病，居然康复了。现
在，吃辣喝酒都不怕。

想不到，见效这么快
据统计，绝大多数患者在

使用前列消贴的当天，会感到
药力清爽地渗入体内。使用后
都赞叹不已：“真没想到呀。才
２贴，夜尿明显减少，排尿明
显顺畅，太神奇了！”

想不到，连医疗界人士都惊讶
７２岁的张大爷：“我以前

是司机，落下前列腺增生的毛
病，尿等待、尿频，乏力，一直
遭罪。自从贴了前列消贴，不
仅这些症状都解决了，而且去
医院做Ｂ超检查，以前最大值
是５．７公分的前列腺居然回
缩，已经达到正常范围了，连
医疗界人士都很惊讶。表里兼
顾，身体好，人也精神了。”

想不到，喝酒不犯了

忙于应酬的４２岁某经理
感慨地说：“得了前列腺病，遭
罪啊。贴了前列消，那叫舒服！
喝酒、吸烟、应酬，再也不怕了。
那种感觉真奇妙！”

据医疗界人士讲，前列消
贴之所以如此神奇，是因为通
过穴位给药，排出前列腺的腺
毒，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才
得以康复。因此患者用前列消
贴惊喜地说：“排尿改善，倍感
轻松！”

元

\

贴
消
除前列腺病无效不花钱

原价：２９元/

贴 ■男性健康协会■神奇药业集团大型优惠活动

买４周期赠１５贴
买２周期赠５贴
买１周期赠２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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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元爱心优惠活动通知

４－５个周期消除前列腺病

●长沙雨花区：东塘星城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药品、
东塘平和堂药品柜、庆元堂大药房（新星小区）、新一
佳楚明堂大药房（狮子山）、橙子街庆元堂大药房（林
校）、汽车南站楚仁堂大药房（汽车南站正对面港湾
宾馆一楼）、侯家塘新一佳药品柜、星城世家庆元堂
大药房、庆元堂大药房韶山南路大润发店、芙蓉区：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庆元堂
大药房（晚报大道店）、火星镇楚仁堂大药房（凌宵
路）、天心区：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南门口好又多药
品柜、开福区：东风路楚仁堂大药房（汽车城店）、庆
元堂大药房（华夏开福店）、庆元堂大药房德雅路店、
楚明堂大药房（黄金海岸酒店对面）、岳麓区：河西通
程新一佳药品柜、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大药房、星
沙：凉塘路旺鑫大药房、星沙新一佳楚仁堂大药房、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电力局对面）宁乡：神洲大
药房（农贸市场对面）、浏阳：钰华堂大药房（北正中路
中医院下行

100

米）、●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新
华书店一楼人民药店、醴陵：火车站春天大药房、攸
县：和协大药房、●湘潭：基建营福顺昌药房、福寿昌
医药堂河东华凯店（建设南路华宇大酒店）、湘乡：神
龙药店（北门口对面天桥旁）、湘潭县：仁康大药房步
步高、●衡阳：附二对面古汉大药房、古汉大药房湘
江店、衡东：鑫东宾馆旁诚信大药房、衡山：人民东路
众一堂大药房、南岳：独秀西路庆一堂大药房、耒阳：
济生大药房（人民医院对面）、祁东县：洪城大药房
（横马路建行旁）、●娄底：城南大药房（九亿步行街
对面市财政局门面）、涟源：康尔安大药房、新化：南门
药店、双峰：瞳仁堂大药房（林业局门面）、冷水江：新

华佗医药超市（一号岗亭旁）、●岳阳：九龙商厦一楼药
品柜、平江：华生大药房北街、车站西路华天大药房、
●常德：晶华大药房（桥南汽车总站旁）、武陵阁大药
房（武陵阁广场西侧）、战备桥大药房、汉寿：福春堂
大药房、澧县：红太阳药品超市各分店、石门：步行街
大药房、安乡：仁和大药房、临澧：新华药店、津市：
丰彩超市恒源堂大药店、桃源：正康大药房各分店、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桃花仑市水利局对面）、家润
多大药房、家润福大药房新一佳店、沅江：仁爱大药房
（长途汽车站爱丽丝超市旁）、家润福大药房庆云山
店、桃江：家润福大药房（爱丽丝超市）、安化：益民大
药房各大连锁店、●邵阳：时珍大药房（中心医院斜
对面）、邵东：中西药店（解放路

20

号）、武冈：南门口
中心大药房、城步：百姓大药房（儒林绿化广场）、隆

回：敬和药店（汽车南站旁边）、绥宁：长安大药房、
●永州：市委对面康源大药房、芝山：永宏大药房、
蓝山：永康大药房（人民医院对面）、宁远：仁德大药
房、江华：神农大药房（工商局旁）、江永：时珍大药
房（香穗大酒店旁）、新田：国雄药店（汽车站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前50

米）、永兴：
仁济药店（南大桥头丽江新城

4

号门面）、资兴：步行
街大药房（新区步行街）、宜章：昌耀药房、●怀化：
百信大药房（河西明珠大酒店对面）、靖州：梅林路国
药店（湘里人家旁）、沅陵：家家康大药房（原百货大
楼）、洪江市：天地人和大药房（小南京商场旁）、●张
家界：采芝堂大药房（老十字街）、桑植：长征路大药
房（朱家台原烟草公司）、慈利：万众大药房、家和美
大药房、●吉首：博爱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

４周期康复前列腺病
总共节省近１０００元

前列腺疾病是慢性病，需要一个消除
的过程，因此医疗界人士叮嘱患者按周期
使用前列消贴。 通过对全国临床康复患
者研究发现，４个周期是前列腺病的康复
周期，轻症患者基本康复；重症患者也能
恢复到健康状态。医疗界人士叮嘱，要康
复就按周期用，真正康复，不走弯路，不花
冤枉钱。

北京英瑞发制品厂湖南办事处：长沙市韭菜园路４号鸿富大厦Ｂ座３
楼（解放中路与韭菜园路交叉口） 详情咨询：０７３１－８４４５１７９２ 或登
陆：ｗ ｗ ｗ ．ｂｊ ｙ ｒ ｂ ｆ ． ｃ ｏ ｍ查询 北京总公司监督电话：０１０－６４４０１６２７正规的、专业的，才是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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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网点：郑州：０３７１－６５９３４０１０ 合肥：０５５１－２８７６５１８ 杭州：０５７１－８５０５４２４６ 福州：０５９１－３９５２１１０
重庆：０２３－６３６２５３７１ 南昌：０７９１－６７７１３３７ 西安：０２９－５３６６５５６……一百多个市区联网

北京英瑞发制品厂为您补发、镶发、接发，采用
１００％优质真人发，取自身发样配色缺多少补多少，自
然逼真。可理、洗、吹、烫、 油、睡觉、游泳、清爽自
如、立竿见影，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全秃、片秃、头发
稀少、白发及局部疤痕患者解除烦恼，恢复青春和自
信，还您一头靓丽的秀发。

火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