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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脑 血 管 病 的 好 药
认 识 它 吗 ？

在菜市场

免费索书电话：400-655-0069

● 对 ！ 它
就是菜市场常见
的大蒜，时下很

多冠心病、脑中风、高血压、糖尿病等心脑
血管病患者却称它是自己的“保护神”。

● 中国食用大蒜的历史有 4000 多
年，它药食同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称：“其气熏烈，能通五脏，达诸窍，祛寒
湿，避邪恶，消肿痛，化症积肉食此其功
也”，近几年欧美国家更掀起食蒜之风。

● 我们天天吃药，其实忽视了最天然
的药物！老祖宗用的中药材都是来自天
然，很多食材就是好的药材。

“这是一本堪称心脑血管病的活辞海，你
的许多病症、疑问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2015年，集合了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
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解决方案的《大蒜里的
长寿经》一书，发行量超过了10万册。

书中讲到：科学吃蒜就可防治高血压、心
脏病、脑中风、脑血栓、脑梗塞！确有其事！

● 2015年度受读者欢迎的健康读本！
● 简便易学，无论你的病症有多严重，无

论你治疗失败了多少次，巧吃大蒜会让你意外
惊喜。

● 这蒜该怎么吃？书中告诉你！
家里有人得了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糖

尿病、胃肠病？不想再花冤枉钱？赶快拨打电
话，领取这本慢性疾病免费指导书！不用你出
门，不要你一分钱，每家可领2本，来电就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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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京报》报道了甘肃市民马哈比

近20斤黄金遭广东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扣

押，讨要近20年未果一事。18日下午，广东

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就此事回应称，广州白

云国际机场公安局当年不符法律规定，违规

没收马哈比黄金，现愿支付国家赔偿金约

200万元。

走私证据不足以私相购买为由没收

通报称，广东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于

2015年12月28日收到赔偿请求人马哈比

的国家赔偿申请。经查，1996年2月29日，嫌

疑人马哈比将 50 条铸有“利昌金舗”

“leecheong”等字样的金条（9350克）藏匿于

三个行李箱的自制夹层中，在广州白云机场

办理托运手续时被安检人员查获并移交机

场警方处理。机场警方以涉嫌走私黄金罪

对此案立案侦查，并依法扣押涉案黄金50

条，同年3月1日，依法对马哈比收容审查。

1996年4月16日，公安机关解除马哈

比收容审查，变更为取保候审，期限为六个

月，收取10万保证金，并规定马哈比在取保

候审期间的每月18日至20日到机场公安局

接受调查。此后马哈比未按规定到公安机

关接受调查，违反取保候审规定。同年8月

1日，机场公安局依法没收保证金10万元。

通报称，经调查取证，马哈比走私黄

金证据不足，但其私相购买黄金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第

七条规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公安局予以

没收，按照规定，将没收的黄金交售中国

人 民 银 行 广 州 市 分 行 ， 交 售 兑 换 款

886124.75元。同年9月5日，将涉案黄金

交售款上缴财政。

认定没收黄金不合规应赔200万

广东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称，经审

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公安局于1996年8

月1日对马哈比私相买卖黄金的行为处以

没收黄金的处罚决定不符合上述法律规

定，马哈比的违法行为不应由公安机关做

出没收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广东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于2月28日作出

赔偿决定，应给付赔偿申请人马哈比没收

黄金的交售兑换款886124.75元，以及支

付该款项自1996年8月19日至赔偿决定作

出之日的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截至

2016年2月28日，应赔偿马哈比没收黄金

的交售兑换款886124.75元以及银行同期

定期存款利息约112万元，合计共需支付

约200万元国家赔偿金。

18日，马哈比告诉记者，他认为自己20

年前被拘是刑事案件，警方有保存黄金的义

务，并按照程序出具刑事赔偿决定书，他称，

自己还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黄金，并将就此

事与机场公安局进一步沟通。（据新京报网）

男子20斤黄金20年前被扣押

广东省公安厅赔200万
外交部谈中冈复交：
冈比亚未提
任何前提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18日就中冈复交问题答问时表

示，冈比亚方面表达复交愿望时，没有提

出任何前提条件。

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冈正式恢

复外交关系，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符

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冈比亚方

面表达复交愿望时，没有提出任何前提条

件，冈比亚领导人表示，与中国复交才符合

冈人民利益，为此作出了这一正确决断。

陆慷表示，当前，中国和非洲国家正在

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

果。冈比亚自动成为论坛成员国，获得了

参与“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资格。下一

步，两国可以优先在农渔业、加工制造业、

投资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

源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

外交部长王毅与冈比亚外长盖伊17

日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冈比亚

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

报》，两国自当日起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范冰冰房产信息遭曝光·后续

青岛房管局：
违纪人员被辞退

据山东省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和房屋

管理局官方微博消息，针对日前有网友投

诉青岛房管局泄露范冰冰、李晨青岛购豪

宅信息，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和房屋管理局

18日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青岛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违反工作纪律，擅

自查询当事人购房信息并发送到个人微

信亲友群，现已被辞退。 （据中新网）

日政府审定新版高中教科书
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
立场倒退

新华社东京3月18日电（记者 沈红
辉刘秀玲）日本文部科学省18日公布下年

度高中教科书审定结果。通过审定的教科

书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立场出现倒退。

针对近代史，关于“南京事件”（即南京

大屠杀）中遇难者人数，一些通过审定的教

科书使用“大量”这一表述进行模糊处理；

关于慰安妇问题，有通过审定教科书删除

日军行为具有“强制性”的表述。

针对领土争议，《地理》《日本史》《现代

社会》《政治经济》等4种教科书的24套教

材全部体现安倍政府的立场，这些教材大

多沿用“固有领土”这一官方说法，相关篇

幅较现行教科书增加1.6倍。提交文部科

学省审定的教科书在解禁集体自卫权问

题上也被要求体现安倍政府立场。有教

科书以“实质性修改宪法第九条”为解禁

集体自卫权定性，但在审定中以“恐致学

生误解”而被改成“向海外派遣自卫队”。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藤田英典认为，日

本政府应将教科书内容交由编撰者运用学

识来定夺，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增加体

现政府意向的表述并不利于避免学生（对

邻国）产生敌对心理。

寝室内打麻将被抓
老师罚画百遍“幺鸡”

近日，贵州工商职业学校护理学院一

寝室女生因在寝室打麻将被辅导员抓住，

辅导员罚她们一人画一百遍幺鸡。（据腾讯）

巴西联邦第一区法院
推翻前总统卢拉任职禁令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3
月17日电巴西联邦第一

区法院 17 日晚作出裁

决，推翻巴西利亚联邦区

法官禁止任命前总统卢

拉为内阁部长的法令，但

卢拉目前仍然不能履行

职务。

据联邦第一区法院

解释，卢拉还不能履行职

务的原因在于里约热内

卢联邦法院同样颁发了

一项禁止任命卢拉的法

令。由于里约热内卢法

院不在其管辖范围内，因

此该法令目前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巴西联邦律师总署17日表示已经向

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要求中止境内所

有可能导致禁止任命卢拉为部长的诉

讼。据报道，目前这类诉讼共有23起。

在总统罗塞夫主持下，卢拉17日在总

统府宣誓就任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

巴西利亚联邦区法官随后签署了一项禁

止卢拉出任部长的临时法令，理由是他尚

在巴西利亚联邦区法院接受一起公民诉

讼。

巴西反对派认为，对卢拉的任命旨在

利用部长豁免权逃避司法机关对其涉嫌

腐败的调查。本月初，巴西警方对卢拉进

行强制问讯，随后检方又对他提出诉讼，

并要求实施逮捕。

17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警察在参加抗议的民众周
围警戒。巴西总统罗塞夫16日宣布任命卢拉出任有“超级
部长”之称的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职务，引发民众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