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伯群：主
任医师、教授 坐
诊时间：每周三、
周日

在内科、外
科、妇科、五官、
骨伤、 神经、康
复、 肿瘤等多科
的治疗上均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有独特的治
疗效果，对肺炎、气管炎、过敏性鼻炎、
慢性胃炎、习惯性便秘、痛经、盆腔炎、
子宫肌瘤、月经不调、术后肠粘连、产后
发热、恶露不绝、复发性口疮、黄褐斑、
痤疮、耳鸣、耳聋、头痛、头晕、中风、面
瘫、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肩周炎、颈
椎病、膝关节炎、腰间盘突出症、关节扭
挫伤、失眠、更年期综合征、乳腺小叶增

生症、肥胖症以及神经科、骨科疾病的
康复治疗均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擅长小
针刀疗法、穴位埋线疗法、耳穴压豆法、
放血疗法、针灸疗法、穴位注射、拔罐、
中药外敷贴敷等治疗方法，治疗各种疾
病，临床均取得很好的疗效。

周向阳：副教
授、 副主任医师
坐诊时间：每周一

国家卫健委
“十二五” 规划教
材《西医内科学》
副主编，《中国中
西 医 结 合 内 科
学》、《中医内科
学》主编，南阳市

中西医学科带头人，南阳市中西医结合
肿瘤学会副主任委员。 擅长以中西医结
合全息方法诊治内科、儿科、妇科常见

病、疑难病，疗效好。 擅长治疗发热、咳
喘、腹泻、中风、失眠、头痛、颈肩腰腿
痛、肝胆胃肠病、肾病、结石症、甲亢、肿
瘤、痤疮、神经精神病、月经带下乳腺
病、不孕不育症、男科病，尤其在高血压
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肥胖病、癌症
等疾病诊治中有独特方法与疗效。

陈丽平：副教
授，中医学博士

从事临床 、
教学、 科研工作
10 年， 理论基础
扎实， 擅长经方
和时方合用 ，注
重舌诊和脉诊，
熟练运用中医基
础理论指导临床

实践。 在运用中医药治疗胃痛、腹痛、
反胃、吐酸、呕吐、呃逆、泄泻、便秘、肠

痈等消化系统疾病，以及感冒、咳嗽、
发热、哮病、喘病、肺涨、肺瘘、肺痈、失
音、鼻渊等呼吸系统疾病，效果显著。
对于中医内科、妇科、儿科常见病强
调脏腑辩证和气血津液辩证， 注重养
生观念树立与中医药治疗相结合，疗
效可观。

王春霞：中医
门诊，主任医师

擅长中西医内
科、儿科、妇科等病
症，尤其对冠心病、
心悸、眩晕、中风、
失眠、长期发热、浮
肿、脾胃病，儿科消
化不良、腹泻、支气
管炎，妇科月经不

调、带下病、更年期综合症等疑难杂症
有独特研究，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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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名老中医坐诊南石医院
预约电话：13937797039

未系安全带
罚 20至 50元

10 月 27 日 10 时 24
分，中心城区滨河路荷花广
场 附 近 ， 车 牌 号 为 豫
R3UT17 的车辆驾驶人未
系安全带。 根据相关法规，
驾驶人不使用安全带的，处
20至 50元罚款。 本图片由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供⑨3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这个高三学生 网络赌博输掉 1 万多元
8 月 10 日，正在上高

三的李某到唐河县公安
局湖阳派出所报警：7 月
份，他在微信群里看到某
商家免费送电饭煲的二
维码，扫码后按照提示进
入一个“免费送电饭煲”

微信群。 该微信群群主声
称“免费送电饭煲”需要
登记核实，在等待的时间
里，群友可以通过刷流量
等方式兼职挣钱。 李某按
照群主的指示，下载安装
了某某娱乐城的 APP 和

一个聊天软件。
在聊天软件里，李某

每天看到“导师”指导群
友玩博彩游戏挣钱。 该娱
乐城有“疯狂赛车”“六合
彩”“快三”等游戏，5 分钟
一局，赌注 1 元起步，上不

封顶；有“大、小、单、双”4
种玩法，李某在“导师”的
指导下玩起了“快三”。 李
某陆续向该平台充值，从
几十元到 2000 元、4000
元、6000 元， 截至 8 月 8
日，共输掉15100 元。

高三学生网络赌博输掉 1 万多元，牵出 3 个租售银行卡的年轻人

跨境网络赌博平台 又坑了4个人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左文峰）3 个年轻人见钱眼开，租售个人银行卡，没想到竟成了跨境网络赌博平

台的帮凶。 日前，唐河县公安局民警赶赴福建省，将为跨境网络平台提供转运资金服务的汤某等 3 人抓获归案。

窃贼看见民警就跑
藏到货车底下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日前，中心城区

车站路附近， 一男子钻到货车下面说啥也
不出来。这是为啥？原来，该男子是名窃贼，
看到民警就心慌， 急不择路地躲到货车下
面，最终还是被民警“揪“了出来。

当天凌晨 5 时许， 市公安局梅溪分局
民警勘查完一处案发现场返回途中， 发现
中达路路边停着一辆电动车， 而道牙上停
放的一辆轿车后面， 一名身穿浅色上衣的
男子正弯着腰试图躲藏。 出于职业敏感性，
民警停车查看。该男子看到警车停下后，立
即骑上电动车离开。 民警对附件停放的车
辆进行查看， 没有发现车辆被盗痕迹。 随
后，民警驾车追赶，追至车站路一区间道，
该男子弃车逃跑。

民警立即对附近区域进行搜寻排查，
并通知同事前来增援。 在排查中，民警发
现该男子藏在一辆货车下面。 民警将货
车团团围住，将该男子“揪”了出来。 经现
场盘问，该男子承认了盗窃电动车的犯罪
事实。

民警将该男子带回梅溪分局进一步询
问，得知该男子赵某系甘肃省人，曾有两次
犯罪前科， 今年夏天在海南刑满释放。 11
月 3 日，赵某从海南乘车回家，于 11 月 5
日 22 时许途经南阳站时下车， 在市区游
荡，盗窃电动车一辆。 当他骑着电动车在
街头继续寻找作案目标时， 路遇警车，
他试图躲避 ，结果被经验丰富的民警发
现并抓获。

11 月 6 日，民警根据报警记录，与被
盗电动车的失主取得联系。 11 月 7 日，赵
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⑨3

这 3 个年轻人 向跨境网络赌博平台租售银行卡
接警后， 民警迅速展

开侦查，发现该娱乐城网站
属于跨境网络赌博平台。
对该跨境网络赌博平台的
资金流向进行分析后，民警
发现位于福建省漳州市的
汤某和林某、 位于贵州省
水城县的罗某为该跨境网

络赌博平台提供租售银行
卡及资金转运等服务。

9 月 29 日，民警赶赴
福建省，将汤某、林某、罗
某抓获归案。 3 人到案后，
如实供述了他们为了牟
利， 将银行卡或租或售，
提供给跨境网络平台转

运资金使用。
据悉，3 月份，汤某无

意间在网上发现租售自己
的银行卡可以获利的“商
机”， 就以每卡每月 1500
元的价格租出去了 4 套银
行卡，获利 6000 元。 见利
润可观， 汤某先后将业务

介绍给表弟林某和女朋友
罗某，3 人共出租银行卡
12 张，获利 3万余元。

至此，警方成功斩断
了这一为跨境网络赌博
平台提供资金转运服务
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 ⑨3

南阳医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