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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红色文化进监狱启动仪式在南阳监狱二监区举行" 据悉
!

监狱方

将通过展播#红色$影视作品等一系列教育活动!提高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

质量% 图为一服刑人员正在阅读红色书籍"

本报记者 王 勇 通讯员 井 寮 唐 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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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装挖煤工 抓获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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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记者李金玺 通讯员高书全
赵新超"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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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命案逃犯#为躲避公
安机关#躲进深山当起了挖煤工$ 警方也扮
作挖煤工逐煤矿进行辨认#历时

""

天#将其
抓获归案$

#

月
"&

日晚#犯罪嫌疑人陈某被
警方从贵州省带回唐河$

"$$'

年
(

月#唐河县昝岗乡岗柳村村民
陈某#因怀疑其妻与本村一村民有不正当男
女关系#遂持刀将该村民砍死后外逃$ 由于
陈某杀人后远逃他乡 #隐姓埋名 #断绝对外
联系#其妻子也不见踪迹 #警方虽经大量工
作#但一直未获取有价值线索$ 在今年% 阳光
!)""

&严打整治围剿战中 #该局政委张海军
主动请缨#抽调精兵强全力侦破此案$

经过摸排#

(

月下旬#专案组得知陈某之
妻赵某在深圳出现$ 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深
圳 #但此时赵某又离开深圳到了广州 #民警
赶到广州#可赵某却又回了深圳$ 就这样往
返数次追踪#警方始终未能找到陈某$

专案组并没有灰心#后来对赵某丢弃的
废物进行技术鉴定辨别 # 发现一张废纸上
写有贵州安顺平坝煤窑的字样 # 专案组判
断此地址极有可能就是陈某的潜逃地 $ 民
警立即赶赴该处 # 由于平这个地方煤窑众
多 #民警为防止打草惊蛇 #也扮作挖煤工 #

手拿陈某的照片 #逐煤矿逐人进行辨认 $

#

月
"*

日 # 民警在平坝县一山区煤窑中 #将
陈某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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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文化&进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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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路局无责 县公路局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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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 勇"山石的二次塌方
将行驶在公路上的车砸得车毁人伤#伤者将
两级公路管理部门告上法庭$ 昨天#记者由
市中院获悉 #该院终审宣判 #撤销南召县法
院一审判决# 判决南阳市公路管理局无责#

南召县公路管理局承担责任#赔偿受害人
!"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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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凌晨# 赵某驾车行至
南召县乔端镇马别湾路段时#公路边一山头
第二次发生塌方 #致使车毁人伤 #赵某构成
一级伤残$ 事后#赵某将南阳市公路管理局'

南召县公路管理局告上法庭$ 南召县法院一

审判决南阳市公路管理局承担责任#赔偿
!"

万余元! 本报
!)")

年曾予以报道" $ 南阳市
公路管理局不服判决#向市中院提起上诉$

市中院审理认为#虽然市公路管理局与
南召县公路管理局签订有委托协议书#但这
是就公路建设中施工管理任务的委托#与公
路建成后养护管理无任何关系#因此原审认
定市公路管理局与南召县公路管理局存在
养护管理上的委托与受托关系明显错误$ 市
中院因此终审判决#撤销南召县法院一审判
决 #判决南阳市公路管理局无责 #南召县公
路管理局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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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病因睡起# 失眠应及时治# 但切忌服
药#因为是药三分毒#包括中药#吃到肚子里
对身体有一定损害#何况是大量的镇静剂'安
眠药# 用损害健康的方法换取几个小时的睡
眠实为下策$

现代人生活不规律#很容易阴阳衰退'脏
腑失和#内分泌失调#形成酸性体质#导致大
脑神经异常亢奋#引起失眠多梦$ 科学证实(

人体足底有一条改善睡眠的经络通道$ 用% 冯
记茶方& 泡脚#

"+%

天能大幅提高睡眠质量)

关键在于它打开了足底排酸的经络通道$ 以
茶载药# 运行周身# 快速溶解脏腑积存的酸
毒# 通过泡脚排出体外$ 同时通过足底反射
区#调理脏腑#平衡阴阳#对内分泌进行综合
调理#从根上阻断% 酸毒&形成 #达到标本兼
治$ 完全避免了安眠类药物的毒副作用#不会

产生依赖性$

% 泡脚治失眠&是利用中药打通脚底排酸
通道#排淤毒#调阴阳#恢复身体的正常状态$

现在全国很多失眠患者都用这种泡脚绝
技睡上好觉$ 很多老患者说(冯大脚#你太绝
了#每天睡前用你的茶方泡脚

!)

分钟#我
")

几年的失眠好了#你应该去申请诺贝尔奖呀$

为让更多患者受益#他首度将绝密配方公布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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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不仅可以快速改善失眠#还可以排
内毒'调脏腑#提高免疫力#安全不伤肝肾#老
人小孩都适用#另外对高血压'抑郁'偏头痛'

便秘'口臭'脚气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缺点(蒸制期长#方法繁琐$

在国家大力支持下# 冯记茶方与相关部
门合作上市#取名% 一泡香茶&$ 经临床验证(

冯记茶方#对失眠'多梦易醒'便秘'口臭'高
血压疗效确切#按疗程使用#能彻底祛根$

为让更多失眠患者结束痛苦# 花少钱治
好病#患者现在购买% 冯记茶方&可享受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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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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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惠$ 失眠人士可以到南阳广济大药
房! 车站南路原卫校对面"购买#专家咨询热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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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茶泡脚#睡足 ' 小时

陕食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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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康复喜讯
千名帕金森患者告别手抖身僵

!!!!!!

据悉# 脑康复中心引进加拿大脑科技成
果 #配合专业理疗和心理疏导 #在河南推广
")

年来# 让很多帕金森患者告别手抖身僵$

创造了帕金森康复史上奇迹)

不少患者手抖端不住碗#夹不住菜#现能
自己吃饭*身僵抬不起腿#翻不了身#现能抬
腿 '翻身 #走路稳了 *有不少患者还能做家
务$

专家提醒(西药只能暂时控制表面症状#

不能阻止病情发展 #久服产生便秘 '头晕等
副作用$ 目前最有效的帕金森康复方式#是

修复神经
,

功能锻炼
,

心理疏导的综合疗法$

喜讯( 近期同济医科大学脑病专家将亲
临南阳#届时(

()

专家将详细为帕金森病友提供个性
化的综合治疗方案*

*)

讲解目前国际医学界治疗帕金森最
新方法#如何合理用药#减轻西药副作用*

+)

专家传授家庭康复锻炼技巧*

,)

赠+ 帕金森病友指南,内含% 敲胆经&'

% 按摩心包经&等康复手法和春季饮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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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女性#越来越注重品质生活#在工作
之余# 能够做一次全身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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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无疑是
绝佳的生活享受$

女皇
-./

养生会馆
0

位于七一路怡博花园
二楼#是一家以植物美容#中医健康养生为理
念的大型美容养生会所#结合西方芳香疗法与
中医的经络养生#针对不同肤质

1

为爱美女性
量身打造了专业护肤方案#从根本上解决困扰
女性的各类皮肤问题以及亚健康状态$

女皇
-./

养生会馆结合传统的美容疗
法#更针对现代女性亚健康状态#适时的推出

面部太极疗法# 以及全面调理女性机体的十
二经络身体护理项目# 独一无二的手法使您
留连忘返$ 另于夏季为爱美女性特别推出绿
色#健康#专业的太极神灸减肥疗法#其源于
博大精深的中医国粹#通筋络#活气血#排肠
毒#一疗程狂减

'+%)

斤$ 减肥期间不忌口#鸡
鸭鱼鹅肉#蛋奶果蔬#均可食用$ 并有防反弹
定性技术#让您开心减肥#无后顾之忧$ 太极
神灸减肥疗法

1

得到爱美女性的高度赞赏$

现诚邀爱美的您# 亲临女皇
-./

养生会
馆享受典藏品质生活$

女皇 234 养生馆
美容 养生瘦身典藏品质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