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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长寿树的树叶和树皮。集千年之
天地精华，形成了极为独特的生物活性：
它们含有 30多种纯度极高的生物黄酮、
自然界最优质的五种前青花素低分子聚
合体、大量的氨基酸、脯氨酸、天然硒、锌、
核酸、钾、镁、锰、酵素、铁、18种天然维生
素等等，更为难得的是，它是以人体最容
易吸收的的多肽甚至全肽的形态保存。科
学家证实，上海同济全松对五十多种常见

疾病很多的改善。
每天两杯全松茶，就能把高血压、心

脑血管、糖尿病这些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0{b|}L

血压高了怎么办？吃降压药。降压药
是怎么降血压的，扩张血管。打个比方，原
来的血管是 10毫米，通过吃降压药，把血
管扩到 15毫米。血管粗了，血压肯定就降
下来了。问题是血管老这么撑着，肯定越
撑越松，越撑越没弹性。后果就是血管提
前老化。弄不好还会突然爆开，后果可想
而知。

全松就不一样，它的作用是把血液里
的垃圾杂质清理掉，再把血管壁上血垢斑
块一点点剥离干净。让你的血压自然回复
到健康时的状态。道理很简单，回想一下
自己什么时候得的高血压，不是生下来血
压就高吧，好了，如果你是四十岁得的高
血压。那为何 30岁，20岁的时候不得高
血压？就是因为那时候的血液干净，血管

壁上没那么多脏东西。喝全松茶，就能
把你的血液血管回复到 30岁，20岁没
有高血压时候的状态，血压是不是就降
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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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松虽然不能降糖，却能帮你防住更
可怕的糖尿病并发症。其实所有的糖尿病
并发症，都是首先从血管和微血管病变开
始的。全松能将血液中的杂质和血管壁上
的血垢 一一清理干净。对于糖尿病来说，
就是把多余的血糖及时清理出血管和微
血管，使它们无法伤害到血管和微血管。

我们发现，服用全松茶三个月以上，
血管弹性开始恢复，微血管的健康状况明
显好转，五个月，糖尿病的微循环可重新
恢复生机，血液变得如像二三十岁那样干
净。此时不但视物模糊、四肢发麻发冷、瘙
痒等现象消失，更不用再担心脑中风、失
明、冠心病、肾衰、坏疽等并发症了，许多
糖友因此能像正常人一样享受生活。

0{����R��L

冠心病患者同样能从全松食疗中受
益。全松对冠状动脉有很好的疏通作用。
同时还能让衰老的心肌变强壮。喝全松
茶后，即使减少服药，心绞痛、心悸、心
慌、乏力、失眠现象也能明显改善。心率
低于 60的，会逐步恢复到 70-80的正常
水平，逛街、买菜、晨练，啥事都不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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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01

2实习生34890:

$&'日上午%

海口千家新村的多名住户向本报反
映% 小区的排污出口% 之前是个鱼
塘%现已被填平开发%致使小区内的
排污管道堵塞%污水不断溢出& 尤其
是小区(%栋楼楼道入口处% 因地势
低%溢出一大滩污水%害得他们每天
要都与恶臭的污水相伴% 给生活和
出行造成极大不便&

&'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青年路
的千家新村实地走访&在)%栋楼一楼
楼道入口%约"%平方米的地上布了一
层水%住户都要踩着水中的几块石头
进出&'这里的污水都有一个月了%白
天清除%晚上污水又溢出来了&(家住
该楼的一位大爷说%楼道口的这滩污
水% 是从旁边的化粪池溢出来的%因
他家正对楼道口这滩污水%每天只要

一打开都门窗%都要与恶臭的粪便味
作伴&而在采访中%有住户告诉记者%

除了"%栋楼因地势低洼污水外溢情
况比较严重外%&*栋和&+栋后面的也
有污水溢出&

化粪池的污水为何会溢出呢)

一住户告诉记者% 千家新村的排污
口在&*栋和&+栋楼后面% 之前那个
地方是个鱼塘%是小区的排污出口%

不过现已被填平盖上楼房% 生活污
水无法外排%排污管道堵塞%才会造
成化粪池内的污水溢出的&

对此%千家新村物业管理处负责
人阮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千家
新村有)千多户居民% 自鱼塘被填平
后%小区上千户居民每天三四百吨生
活用水根本就无法外排& *有污水溢
出%我们就安排工作人员去抽%但无
论怎么抽%因污水无法外排%还是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

针对千家新村污水无法外排一
事% 美兰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千

家新村当初在建造时%还没有市政排
污管网%小区的污水都是排到后面的
一个塘里的,而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
快和周边路网建设等因素%造成千家
新村排污管道变窄% 水位上涨增高%

生活污水难以排放等问题出现&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千家新村的
污水排放问题% 就是将该小区排水
纳入市政管网& (该负责人说%目前%

他们已向市政府打报告% 希望市政
府协调有关部门% 并拨款帮助改造
千家新村排污系统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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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晚上%海口市民李先生宴
请一位亲戚%大伙吃完晚饭后%李
先生的小女儿提议去国贸路时代
广场的-./唱歌% 看着小姑娘如
此有兴致%大伙满口赞成&可没想
到%大伙到了时代广场后%非但歌
没唱成%李先生还因停车问题%被
酒吧的一名保安一拳把脸给打破

了%伤口缝了0针&

*我当时就下车把那个交通
锥挪开%他就一拳打在我脸上& (

李先生说%当晚%他和妻子到了
时代广场后%看到门口边有一处
空车位%但车位前边立着一块交
通锥挡着& 于是%李先生便下车
将那个交通锥移开%打算将车停
在那& 可当李先生刚弯下腰把交
通锥移开%一个突如其来的拳头
就朝他的右眼处打来%右眼下方
脸部瞬间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
直流%整个人也都被打懵了&

随后%李先生赶紧拨打))%报
警% 而打人者见势不妙% 撒腿就
跑&李先生到医院不久后%打人者
所在的*迷你时尚酒吧(相关负责
人也赶到医院% 为李先生垫付了
)+%%元的治疗费% 但却没有任何
人给他道歉%或者给一个说法%想

到自己好好的右眼就这么不明不
白地被打伤% 脸上还缝了0针%李
先生心里是越想越气&

时代广场二楼的*迷你时尚
酒吧(保安部经理接受采访时承
认%李先生脸上的伤确实是该酒
吧的保安打的%原因是当晚李先
生不听从保安指挥%私自随意停
车才引起了冲突& 至于打伤人的
保安%该经理说%他们酒吧方面
也正在找那名保安%但是那名保
安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手机也
停了机& *这件事还是等警方调
查处理吧%警方说怎么解决就怎
么解决& (该经理表示&

据了解%1'日下午%在辖区金
贸派出所的协调下% 迷你时尚酒
吧方和李先生双方已经协商达成
协议% 酒吧负责人向李先生赔偿
*%%%元并道歉%李先生表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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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砸中女住户"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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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城东水电站管理服
务站在未在相关部门报监及验收的
情况下%进行房屋买卖& 1,日下午*

时许% 琼山城管执法人员检查其手
续时% 服务站负责人称在出差不方
便提供相关证件&

没有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登记"的工程项目是不可能通过竣
工验收的& 经核实%吴女士所购买的
房屋所在的城东水电站小区2栋%在
没有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登
记"% 没有获得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的情况下新建)3层住宅楼%在未
通过验收的情况下销售房屋&

下午*时许%琼山城管执法人员
接到举报后前去检查相关手续& 记
者再次联系城东水电站管理服务站
的负责人林某% 林某称他在香港出
差%手续等回海口再提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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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 记者从海南电网海
口供电局获悉%3月3)日上午4点至
下午0点半%海口市凤翔站)%5/城郊
6)线和儒俊开闭所6)线停电% 主要
停电路段为-琼山水厂.三公里.琼
山中学高中部.琼山区法院.铁桥.

那央.儒逢村委会.琼州大道一带%

相关用电客户需做好准备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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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省公务员招考报名系统
遭到攻击%导致网络一度出现故障&

针对有考生反映的重复缴费是否能
退回的问题%省公务员局回应%核对
后重复的款项将退回到考生原缴费
的卡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