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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王!

!"

岁! 住在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 三年
前发现乙肝 #小三阳$! 一直很健康% 于

#""$

年
%

月
初! 感到体力不支干不动农活! 不久又出现腹胀& 尿
黄& 厌食" 到区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是肝炎很重并留
我住院打吊针! 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病情还没有明显
好转! 我又去了附属医院检查! 发现转氨酶升高三倍
多! 胆红素升高

&

倍! 乙肝有 '小三阳$" 医生诊断
我是 '慢性乙肝活动期$ 让我住院! 我因家庭困难未
住" 就在这时朋友介绍我说 '珍珠草$ 不错! 于是我
买了一个疗程! 吃了一个月感到症状减轻了! 到医院
化验转氨酶及胆红素均已接近正常! 但 '小三阳$ 未
变" 珍珠草咨询医生告诉我( '珍珠草是国家科研攻
关项目! 动物实验证明对乙肝病毒有杀灭作用! 一般
要经过

'($

个月! 才能见效! 让我不能太急%$ 于是
我又用了三个疗程后复查! 结果使我大吃一惊( '小
三阳$ 三项全是阴性) 肝功能也全正常% 连附属医院
医生也感到惊奇! 还问我吃了什么药% 以后每隔一个
月又复查了两次! '小三阳$ 仍是全阴无反弹% '珍
珠草$ 确实是治疗 '乙肝$ 的好药啊)

!市内一疗程起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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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检察官说( 珍珠草的疗效!

相当不错)我已经从大三阳转为小
二阳!恢复得非常好%

全国十大优秀检察官&西安临
潼区反贪局长王书田!因肝硬化晚

期大出血而多次生命垂危! 无钱治病而曾一度卖房求医的事迹
经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以及国内各大媒体披露以
后!立即牵动了亿万人的心%

'(()

年
%

月!

1)*+6

的发明人赵东科教授!向这位万民
爱戴的当代包公送去了

*(

盒,珍珠草-和
&"""

元慰问金%

已经是肝硬化晚期的王书田!在服用
1)*+6

之后!病情
立刻得到了控制!首先是吐血&间歇性昏迷&肝区疼痛&腹胀&恶
心&呕吐等各种症状迅速缓解% 随着治疗的深入!黄疸逐渐消退!

饭量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曾经奄奄一息的王书田!在珍珠草的
帮助下再次焕发出了生命的活力%

'""$

年
("

月! 王书田肝功
由持续了

("

多年的大三阳转为只有
(

&

$

阳! 并且出现了
.

抗

体%这说明王书田的病情在从根本上得到控制之后!已经进入
可喜的良性康复期%

'""!

年的
&

月!精神矍铄的王书田!亲自来到了
1)*

+6

的生产基地
/&

杨凌东科麦迪森制药公司!当面表达他对
珍珠草的感激之情%王书田激动地对记者说(

0

这个药的疗效!

相当不错) 我可以说是乙肝舒康胶囊的最大收益者)

0

好人自有好报!好官万民爱戴!我们为王书田身体康复
而倍感欣慰的同时! 也默默祝愿天下的所有的肝病患者!在
珍珠草的帮助下!都能早日康复)

!

相关联接

王书田#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反贪局局长#全国十大优

秀检察官$人民网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长期患有肝病$曾

因为家境困难$无力治疗$将自己的房子卖掉求医治病$在任

期间$由他主持办理的贪污贿赂案$件件都是铁案$他因此被

老百姓称为当代的包青天%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以及

国内所有的重要大媒体对王书田的事迹都有专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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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免职后连夜突击调人的河北武

安市教育局原局长冯云生$就(突击调令)

事件(介绍情况)$他表示自己在担任局长

的
&#

年里$从未收过别人钱物$局里所有

人事调动都未经过局务会讨论%

当局长
&#

年$ 从未收过别人钱物$冯

云生的(清白)似乎也印证了当地调查组此

前调查的结论***截至
-

月
#*

日
&,

时$

尚未发现此中有权钱交易问题%果真如此$

这位(丢官局长)的境界绝对是非同寻常%

当然$调查还在继续$冯云生在(突击调令)

中到底有无权钱交易$ 仅凭其自证清白显

然不够$ 必须有铁的事实来打消公众对其

(当局长
&#

年#从未收过钱物)的质疑%

事实上$回顾整个事件$不难发现$(丢

官局长)眼下大有转移视线之嫌$他将大家

的关注点吸引到权钱交易上$ 而忽视其违

规突击调人的事实% 倘若他真的没有收钱

收物$那么此举无疑就是在避重就轻%把自

己弄得像一个清官一样$ 似乎不收钱物$

(突击调令)一事也就没什么大不了$调查

组也就没必要再追究下去%

但是$调查组必须明白这样一个事实+

不管冯云生收没收钱$ 他在免职当晚疯狂

签发数百封调令的举动都是违反有关规定

的$对这种最后的疯狂必须进行查处$否则

类似的(突击安排)#(突击提拔)仍将会不

断上演%因而$在调查(突击调令)是否存在

幕后交易时$也应查处其违规安排人事#不

在其位仍谋其职的(欺骗)行为%换言之$若

冯云生在(突击调令)中收钱收物了$那就

是罪加一等,即便其没有收钱收物$也应该

因其违反相关人事安排# 干部任用的规定

而受到查处%

按常识理解 $ 免职后 $ 不在其位 $

就没有了相应的职权 , 没有了职权 $ 也

就不能签发调令 % 但冯云生这个卸任局

长$ 却在免职当晚 (批发调令)$ 连夜指

示该局人事科科长将一批借调人员安排

妥当$ 第二天还大张旗鼓地在武安市第

五中学$ 为这些调令办理手续 % 一个卸

任的官员仍能左右人事的安排 $ 这本身

就很荒唐% 而武安市有关部门居然也能

按一个免职官员签发的调令照章办事 $

不但荒唐$ 还错得离谱%

(丢官局长) 没有收钱不等于没有问

题% 在当局长的
&#

年里$局里所有人事调

动从未经局务会讨论$ 都是自己一人说了

算$这种(一言堂)的决策霸道理应受到问

责% 免职后仍然签发调令$(滥用权力)$欺

骗公众$ 甚至试图以没有权钱交易来证明

自己的(清白)$实在可笑%

#+

日$调查组表

示$(批发调令) 行为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和

干部交接工作纪律$进一步深入调查后$将

严格依照党纪政纪规定$ 追究相关责任人

的责任% 希望调查结果和查处结果能给公

众一个交代% $广州日报 作者#李龙%

突击调人收没收钱都应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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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骑自行车罚款
+*

元'

***吉林拟出台此规定

来源#新文化报

&学生穿古装诵三字经有点走火入魔(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称$传

统节日的发展应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小企业可以不理银行(

*马云炮轰银行业嫌贫爱富+(至今

为止我们没有向银行贷过一分钱$你也能

够做得到$就从今天开始% )

来源#重庆晨报

&特殊时期用特殊办法)编外离岗(

***河南郏县
#+#

名教师不上班仍晋级

来源#中国青年报

公务员不!偷菜"

难保权力不寂寞
以前$网友见面流行的 话是+(今天$

你-灌水.了吗/ )如今$网友见面流行的

话是+(今天$你-偷菜.了吗/ )针对一些

机关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忙(偷菜)$南昌

市效能办提醒$ 上班时间禁止玩电脑游

戏$ 他们将在近期通过暗访等形式加强

监督% *

-

月
##

日.南昌晚报/+

当公务员在行政监督和禁令的 (震

慑)下终于不再玩电脑游戏$不再(偷菜)$

恐怕难以保证权力不再寂寞0 因为$公务

员之所以在上班期间玩电脑游戏$最主要

的原因还是手中的权力太寂寞% 我们知

道$一些公务员一旦坐在办公室时便不知

如何消遣时日$电脑游戏便成了他们消遣

的工具% $新华网#作者#禹海君%

(十一)当天$重庆主城区部分婚姻

登记中心将为市民提供服务$不过$这天

只能办理结婚登记$不办离婚%有关官员

解释说+(从中国人长期形成的观念看$

在六十周年国庆的大喜日子$ 仅为新人

办理结婚$也可以理解% )

国庆六十周年$自然是举国同庆%青

年男女选择这一富有纪念性的日子结

婚$为爱情锦上添花$当然是人之常情%

无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曾

经的恩爱夫妻不幸一拍两散$ 这也符合

自然规律%不管他们的刻意选择(十一)$

还是误打误撞$碰到了这一天来离婚$婚

姻登记中心都应该给他们予以一视同仁

的方便%说大了$关乎公民权利$说小了$

关系到生活常识*****如果一对小两口

真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婚姻登记中心

的同志是不是还要安慰他们+(没关系$

你们再凑合睡几晚$床头打架床尾合$没

准一不小心又和好了呢/ )

见微知著$(十一)不准离婚$看起来

确实只是少数人的芝麻小事 !虽然对当

事人来说是人生大事"$放到国庆六十周

年的大背景下更是不值得一提$ 但从这

(小事)里折射的却是权力傲慢的身影%

一位婚姻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说法

就很有代表性$ (因为 -十一. 假期$

我们是专门为结婚的新人加班$ 所以只

办结婚
/

) 这说明了一种什么逻辑呢 /

你是加班$ 你很辛苦$ 所以$ 你就傲慢

地把一部分公民踢出服务行列吗/

$新京报 作者# 何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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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涨价是误报论
太没技术含量

-

月
0'

日$有多家权威媒体报道$四

川#贵州#天津#云南#安徽等地多个景点

门票纷纷涨价$ 涨幅有的达到
%*1

%

#!

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称+已和有关景区

及报道此消息的记者联系$ 发现媒体报

道的景区有的并未涨价$ 所以这一涨价

消息属误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不知大家对(误报论)有啥感受$反

正我是觉得这一回应的技术含量实在太

低%试问$哪个景区会在接到发改委的调

查电话后承认(我涨价了)/ (有的景区未

涨价)又是啥意思呢/ 有的景区没涨$看

来有的景区的确是涨了% 人家报道的时

候又没说每个景区都涨价$这么看来$没

什么错啊$所谓(误报)$从何说起呢/

在媒体报道之后$ 管理部门不仅没

能拿出足够证据以证明景点没涨价$反

而急吼吼地指责媒体(误报)$有主管部

门这样护短$ 那些景点不寻找一切机会

涨价$简直就是说不过去嘛%

$现代快报 作者#周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