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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一语 人惊

环球采撷

申领热线：400-136-9900
特别声明：本次发放纯属公开性活动，活动中申领的新药为白内障复明工

程指定用药，是国家药监局批准正规药品。产品来电申领，但与此相关的运输费、

国家税费等基本费用需由市民自行承担，除此之外不再收取任何费用！请广大消

费者谨记。如遇额外收费等情况，请拨打4001803300举报投诉。每人最多限领

两疗程，严禁经销商、药店借机扫货牟利，一经发现，必将严罚！

50岁以上的患者，优先申领眼病治疗新药

白内障复明工程全面启动
为积极响应我国“白

内障复明工程”号召，“远

离白内障——重见光明

健康工程”公开救助活动

正式启动。此次救助活

动将为2000名眼病患者

发放总计约4000疗程眼

病新药。符合条件的市

民可拨打400-136-9900

登记报名领取（周六、日不休息）。

本次申领的新药为白内障复明工

程指定用药。由中科大研发，为新一

代白内障治疗专用药。具有药力猛、

吸收好、疗程短、治疗快等特点，上市

以来深得患者青睐，治一个笑一个，好

评不断。医院售价为3950元1疗程，现

在来电申领，仅需支付少许运输费和

国家税费。

该药生产厂家是我国规模至大、历

史悠久、专业性强的眼科用药研发、生

产企业，国家重点支持单位。

本次申领的眼病新药，为海洋生

物学家从海洋天然生物中，通过现代

生物酶解技术，提取出一种“明目酶”

成份，该成份被称为“眼病克星”，能

快速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

浊、视物模糊等眼病，让患者远离眼

病痛苦。

上月，北京、广东、上海等省市的

领药活动已圆满结束，一共收到 10 多

万人申请，符合条件的万余名眼病患

者成功领药，活动反响非常良好，这种

海洋科技新成果正给众多白内障患者

带去福音。

紧急寻找2000名眼病患者
神奇海洋生物，治疗白内障，震惊医学界！

揭密：神奇的白内障克星
众所周知，海洋生物的眼睛

和人类眼睛结构基本相同，但为

什么海洋生物却不得眼病？即

使是年过百龄的海龟依然可以

敏捷的捕捉到食物？中科大海

洋生物研究小组还了解到，人工

饲养的海龟如果用淡水饲养，时

间一长眼睛上照样长“白内障”

一样的物质。

科学家的结论是：海洋里一

定有一种特别的物质阻止海洋

生物眼部病变，研究小组在对海

洋中 20 多万种物体进行了全面

系统研究后，终于在 4000 米以下

的海洋天然珍珠层粉中，经过科

学配比实验，提取出这种治疗眼

病的神奇物质——“明目酶”，又

称“消障因子”。

它能强力疏通堵塞的眼腺

管，祛除自由基和变异蛋白，改

善眼部血液循环，增加眼部营养

供给，修复受损的玻璃体、晶状

体、视神经，改善眼部病变。临

床表明，可快速治疗白内障、青

光眼、视物模糊等各种眼病。这

一科研成果震惊了医学界！

医学界盛赞

新药改变白内障
“明目酶”是难得一遇的治

眼成果，国家相关部门对其作出

认定：刺激循环、清除变异蛋白、

强力为眼组织供养，促进角膜、

晶状体、复眼组织等恢复。

因原材料来自深海，十分难

取，2015 年国家药监部门经过严

格审查，批准对其进行限量生

产，并命名为“除障则海浦片”，

授 予 红 色 国 药 OTC 和 商 标 保

护，仅向一线大医院眼科提供，

是国内少有的白内障一线专用

国药。

与以往的白内障治疗方法相

比，其非常神奇，具有其他治疗

方法无法比拟的三大优点：

一良方：它是难得一遇的治

眼良方，众多人的临床验证，效果

非常好。

二良药：来自海洋 4000 米以

下的天然海洋生物提取，药性高、

活性大；加入多种秘制成分，药效

猛、起效快；采用离子聚合技术生

产，药物离子仅1纳米大小，吸收

率非常高。

三良效：它是从眼病根源入

手，修复眼部病变，退障除翳，全

面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

浊、黄斑变性、老花眼、飞蚊症、角

膜炎、结膜炎等眼病。

明目酶逆转白内障，是划时

代的成果，能用上它是不小的福

分，用上它，起效快，疗效切确，只

要有一丝光感，有希望重见光

明。但这里要提醒广大患者，眼

部病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治

疗也需要一个过程，根据全国治

疗病例显示，起码要连续服用一

两个阶段，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

对于患白内障10年以上的患者还

需再巩固一个阶段。建议患者按

疗程服用，科学治疗！

公开救助

治疗眼病不来半点假

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沈

阳、广州等地，从“白内障复明工

程”主办方申领到眼病新药的患

者们都反映，为什么之前吃了那

么药，做了那么多治疗，这白内障

还是不能治愈，即使开刀手术一

年后又复发了，可吃了 2 个疗程

申领来的新药，这感受太明显

了：特别适合视物模糊、白雾、飞

蚊黑影、怕光流泪、眼干眼涩、视

力下降等眼症，效果显著！很多

患者感概：白内障治疗选对药是

关键，像复明工程这样的治疗型

国药产品才让人放心！

1、限量 4000疗程，数量有限，请拨
打电话预约报名领取，领完即止，不再另
行通知；

2、每个人最多限领2疗程；
3、本次活动50岁以上患者，优先领

取；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物模
糊等患者优先领取。

【活动内容】

国药准字Z20053328，陕药广审（文）第2117030087号，陕
西科学院制药厂，请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服用。

相关链接

惊天惨案疑云重重

1991 年 5 月 23 日，31 岁
的乡村女教师魏淑敏与4岁儿
子在去河南修武县城赶集路
上被杀害抛尸至一处机井
内。现场找不到魏淑敏的衣
物及作案工具，凶手很狡猾。
不过，经尸检，法医在魏淑敏
的体内，提取到了一枚精斑。

通过反复摸排和调查，专
案组发现，在案发现场附近一
处监狱的新河农场畜牧队里，
犯人梁某无法提供自己的不
在场证明，且其囚服上的血迹
与死者魏淑敏的血型一致。
然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却
传回来一份意想不到的鉴定
报告：精斑的血型为 O 型，而

梁某血型为A型。梁某嫌疑被
排除，线索中断。

关键物证保存25年

25 年 前 ，我 国 还 没 有
DNA 检验技术，案件被迫搁
置。而本案的关键证据——
凶手的精斑被当时的法医王
卫华完好地保存下来。每到
夏季，他都会把这份关键证据
拿出来抖抖、晾晾、通通风。

该案专案组组长、现任修
武县公安局党副局长范新河
介绍，2010年，焦作市公安局
建立了DNA数据库，他们立即
去 做 了 DNA 比 对 ，无 果 。
2012 年，公安部 DNA 数据库
进一步完善，专案组再次去做

了DNA比对，仍无果。他还曾
组织民警对当年新河农场可
能涉案的48名犯人全部提取
了DNA检材，还是无果。

好事多磨。2016年5月4
日，范新河接到河南省公安厅
DNA数据库的比对报告，杀害
魏淑敏母子的嫌疑人被锁定
为商丘宁陵县75岁的史某。

开棺验尸真相大白

根据之前的侦查，凶手应
该是个30岁左右的人，可史某
在 25 年前就已经 50 多岁，他
会是真凶吗？经DNA比对，史
某的 DNA 样本和精斑样本不
属于同一人。公安部鉴定中
心认为，DNA可能在史某这一

代人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异，真
正的嫌疑人应该在史某的儿
子辈当中。于是专案组又对
史某 3 个儿子的 DNA 作了检
测，但都没有作案嫌疑。

“证据都指向这里，一定
是疏漏了什么！”专案组摸排
得知，史某还有个儿子叫史家
周，曾在新河农场畜牧队服
刑，也在修武县居住过，不过
10 年前已经去世。要提取史
家周的 DNA，只能开棺验尸。
于是，警方开棺提取了史家周
的 DNA，经检测，史家周与精
斑 的 DNA 吻 合 度 达 到
99.99999%。从技术上，警方
已然可以认定，史家周就是此
案真凶。（摘编自《郑州晚报》）

热读关键词 开棺验凶
被害人身上的一枚精斑，

法医保存了25年。25年后，嫌
疑人被锁定却早已病亡。办案
人员开棺验尸，真相终于大白。

本报讯 很多人觉得打牌
不打钱好像缺点趣味，但在湖
北武汉的一个社区活动室，那
里的居民32年坚持不打钱，铁
打的规矩值得赞赏。

13日上午，武汉市江汉区
航空社区24号小院活动室内，
73 岁的胡金秀和其他 3 位老
人正在打麻将。与其他麻将

室不同，这间活动室的牌桌上
没有任何现金筹码。

从1985年胡金秀搬到航
空社区24号小院居住算起，在
里面打牌“不来钱”的规矩坚
守了 32 年。32 年来，居民到
此休闲打牌都会将70张扑克
牌作为筹码，每张牌被赋予不
同的点数。如果一名玩家的

70 张扑克牌输完，就自动离
桌，让其他居民娱乐。

这条不成文的规矩，让这
里的老人体会到不来钱的好
处。在78岁陈志芳的印象中，
好友前些年就曾因在牌桌上
赢钱后太过激动，突发心脑血
管疾病入院治疗。84 岁的陈
金玉见到过输钱者对一同桌

邻居进行责备，“哪怕一句‘怎
么这样出牌’都会引发矛盾”。

对于打牌不来钱的起因，
胡金秀记得很清楚。上世纪
80 年代，大家收入不高，打牌
是为了休闲，但输钱可能对一
个家庭的生活带来影响。就
这样，当时的居民定下这条规
矩。（摘编自《武汉晚报》）

社区活动室32年“打牌不来钱”

英国百岁老人高空跳
伞创纪录 14日，英国老人
维尔登·海耶斯以101岁零
38天的高龄成功挑战极限
运动高空跳伞，打破由加拿
大老人阿曼德·金德乌在
2013年其101岁零3天时
创造的世界纪录。当天和
海耶斯一起跳伞的还有他
74岁的儿子、50岁的孙子
以及16岁的曾孙。（摘编自

《无锡日报》）

“情侣校园搂抱被‘自
律委员会’围殴。”

——近日，山东滨州
学院一对情侣在公共场合
搂抱，与学校的自律委员
会学生发生冲突，涉事情
侣中的男同学身上现多处
擦伤。（据《济宁晚报》）

跟一句：如果真自律，
也不会有后面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