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无锡易可中医医院“魏氏
脑病”中心遇到这样一个病人：4年前
感觉脸被“电击”，疼痛难忍，陆续拔
掉3颗牙，但钻心的“牙疼”还会发生，
后确诊为三叉神经痛，做了手术。谁
知术后脸仍然痛，还发麻，嘴也张不
开了，不能正常吃饭。

无锡易可中医院由上海专家、
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副主任委
员魏江磊等创办，帮助了很多脑病

疑难杂症患者。
魏江磊说，三叉神经痛好比电

线没了绝缘皮，是神经“漏电”，止痛
要抢修“神经”。他提出活血新概念：
行气、化瘀、通络3合1。他善用“毒虫”
破除脑病疑难杂症：“凡久病不愈者，
必用虫类药或毒剧药搜剔病邪，通经
活络，气血流畅，其病自愈”（引自魏
江磊《虫类通络法临床思维》一文，文
见《中医药学刊》2006年第12期）。

魏江磊还带领易可药学专家、
老药工，采用现代破壁技术，突破传
统制剂瓶颈，药效显著提高。

如今，省内外三叉神经痛术后
复发、帕金森、顽固性偏头痛等脑病
患者，纷纷到无锡找魏江磊。1月10
日 ，魏 江 磊 来 锡 ，致 电 0510-
82320335预约。 (张 文）
（锡）中医广【2020】第03-17-003号

（广告）

三叉神经痛，术后还是痛 这位上海专家善用“毒虫”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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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热点 国际速览

“开门红”，大盘还能冲多高
昨天是2021年第一个

交易日，三大指数高开高
走，再创新高，如期实现“开
门红”。创业板一马当先，加
速大涨，最高上冲3094，向
3100发起冲击，上证由于

权重股整体休整，上冲力度不算大，最高3511，开始挑战3500关
口，收在3502。两市成交11644亿，重上万亿量级，创业板和深成
指加速上涨，带动上证放量走高，但沪指涨速不快。

在去年11月份，我们判断大盘向上突破的时间节点很可能
落在12月或今年1月，主要依据是三大指数被压缩在不断上升
的半年线和5个月的震荡箱顶的小区间内，已进入收敛三角形
末端，留给大盘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现在市场已经选择向上，
创业板最坚决，其次深成指，上证还有些犹豫，如果金融权重股
仍不给力，要防上证在3506-3556冲高回落，并触发上证日线顶
部结构的形成，创业板由于速度最快，乖离率过高，短线有修正
的要求，从周二起注意再上冲，会随时出现技术性调整。对于节
后的走势，我们前面认为一季度会有一波向上突破的上涨行情，
但春节前的空间可能不会太大，毕竟春节长假前主力资金不会
有大动作，元旦后到春节前或走出先扬后抑的走势。

攻克3500点不可能一蹴而就，还会出现反复，而且春节
前市场多半仍有一次明显回踩。如果冲高回落，上证还会再
确认3450-3400的支撑，也就是说在春节前，我们可以在
3556-3606及以上的相对高位，以及3450-3400的相对低位，
反复做滚动操作，中线优质筹码可耐心持有，继续盯住消费
（食品饮料、农业产品）、新能源（汽车、光伏、风能）、科技（半
导体、5G应用、高端制造）、军工（航天、航母、无人机）、医药
（疗）等投资主线。 钱 眼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
中央纪委连打四“虎”

1月4日是2021年第一个工作日。上午11时，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同时发布4名省部级干部受
到党纪政务处分的消息。再次释放出党中央坚定不
移惩治腐败的决心意志。

被处分的四“虎”分别是：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原
党组成员、总会计师骆家駹被“双开”，原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被开除党
籍，青海省原副省长、海西州委原书记、柴达木循环
经济试验区党工委原书记文国栋被“双开”，重庆市
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邓恢林被“双开”。四人均
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反腐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这4名中
管干部都曾身处重要岗位，但有人热衷政治投机，搞
迷信活动；有人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敷衍了事；有
人政绩观扭曲，严重偏离企业经营主责主业；有人干
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无论是谁、无论身居何
位，只要越过红线、触碰底线，都必将受到党纪、政务
处分和司法审判。 新华社 中新网

元旦假期江苏文旅市场开门红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江苏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有序、

繁荣发展，没有发生安全事故，没有出现重大涉旅投诉和舆情事
件。从出游特点看，除热门景区仍是游客关注的重点之外，一日
游、周边游、短途自驾游增幅明显，历史文化街区、文旅消费集聚
区以及夜间游也成为假日旅游新热点，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休
闲度假等产品受到更多游客青睐。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强
文旅市场安全监管、丰富文旅市场优质产品供给、多措并举提升
文旅服务质量主攻江苏文旅市场元旦开门红。

为丰富游客体验，江苏各地文旅部门纷纷推出丰富优质的
产品活动。随着苏北高铁贯通，连云港花果山、盐城荷兰花海、
淮安周恩来故里、宿迁洪泽湖湿地等景区迎来大量长三角游客，
看美景，尝美食。此外，省文化和旅游厅通过“水韵江苏 有你会
更美”“江苏微旅游”公众号发布A级景区游览舒适度指数，方
便游客实时查询景区在园人数，引导游客分时段间隔游览、文明
有序游览。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姥海峰

电视剧
19：30 流金岁月

（央视八套）

19：30了不起的女孩
（江苏卫视）

19：32风声
（北京卫视）

19：30我的不惑青春
（安徽卫视）

19：30 老中医
（天津卫视）

19：32大江大河2
（东方卫视）

19：30金牌剧场
（江西卫视）

19：34蓝军出击
（山东卫视）

19：34你迟到的许多年
（湖北卫视）

20：30巡回检察组
（湖南卫视）

19：32大江大河2
（浙江卫视）

19：34隐秘而伟大
（四川卫视）

20：10利刃出击
（江苏综艺）

19：52爱的阶梯
（江苏城市）

20：10我的山河我的血
（江苏影视）

电影
18：32疯狂的麻将

（央视六套）

20：15洛杉矶捣蛋计划
（央视六套）

22：09毒龙潭
（央视六套）

综艺
19：00向幸福出发

（央视三套）
21：16 一站到底

（江苏卫视）
22：00缘来有爱

（江苏综艺）

节目如有变动，请以播出为准
扬子晚报记者 朱晓晶 整理

1月4日，市民在苏州市姑苏区旧学前社区花卉市场选购花
卉。新春临近，苏州各类年宵花卉开始热销，不少市民走进各大
花卉市场选购花卉装点居室。 王建康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山西临汾饭店坍塌事故调查:
农房8次违规扩建

据新华社电 1月4日，应急管理部公布了2020
年全国生产安全事故十大典型案例，其中披露了多
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生产安全事故详情。

2020年8月29日9时40分许，山西省临汾市
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坍塌事故，造成
29人死亡、2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164.35 万
元。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该事故主要教训
包括：聚仙饭店经营者长期违法占地；聚仙饭店经营
者先后8次违规扩建；聚仙饭店经营者擅自将自建
农房从事经营活动；襄汾县陶寺乡政府和陈庄村“两
委”未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职责；临汾市襄汾县政府及
有关部门行政审批和监管执法不严。

“中国天眼”将于4月1日
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据新华社电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将于2021年4月1日正式
对全球科学界开放，征集来自全球科学家的观测申
请。记者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天眼”运行和发
展中心了解到，自4月1日起，各国科学家可以通过
在线方式向国家天文台提交观测申请，申请的项目
将交由“中国天眼”科学委员会和时间分配委员会进
行评审、提出项目遴选建议，并于8月1日起分配观
测时间。

按照科学目标和相关战略规划，“中国天眼”已
确立多个优先和重大项目，其中包括多科学目标漂
移扫描巡天、中性氢星系巡天、银河系偏振巡天、脉
冲星测时、快速射电暴观测等，但观测申请不限于这
些领域。

一浙企将逾千吨危废
倾倒至江西被判赔偿

据新华社电 将1124.1吨硫酸钠废液分30次从
浙江运输到江西省浮梁县倾倒，造成严重污染……4
日，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对这一案件进行宣判，判
决浙江海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修复等
费用285万余元，并承担17万余元惩罚性赔偿金。
此前，已有6名相关人员因环境污染罪被判刑。

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3月3日至同年7月31
日期间，海蓝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民将公司生产的
硫酸钠废液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吴某良处
理。此后，吴某良雇请的李某贤分30次将1124.1
吨硫酸钠废液运输到江西省浮梁县倾倒，造成了严
重污染。经鉴定，两处受污染地块的生态环境修复
总费用为216.8万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共计5.7
万余元，并产生检测鉴定费9万余元。受污染地浮
梁县湘湖镇洞口村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产生的
应急处置费用53万余元。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介绍，此案是全国首例适用民法典污染环境惩罚性
赔偿条款的案件。

英国法院拒绝
美国引渡阿桑奇

据新华社电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
法院4日作出判决，不同意美国政府
引渡“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
阿桑奇。

英国法官瓦妮萨·巴雷策当天裁
决说，拒绝引渡是考虑到阿桑奇的心
理健康问题，因为有证据证明阿桑奇
曾自残并有自杀倾向，而她担心美国
将无法阻止阿桑奇寻求自杀。“他给
人的总体印象是抑郁，有时甚至是绝
望的，他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恐惧。”阿
桑奇的律师认为，一旦阿桑奇被引渡
到美国并定罪，将面临最高175年刑
期。美方律师曾表示，如果英国法院
拒绝引渡，美方将继续上诉。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获得连任

新华社电 第117届美国国会3
日开幕并投票选举新一届众议院议
长。现任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
西获连任，开启她在该职位上第四个
两年任期。佩洛西当天获得216票，
以微弱优势超过半数，成功连任。共
和党人麦卡锡获得所有参与投票的
209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支持，继
续担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美国大
选后，民主党虽保住众议院多数党地
位，但席位有所减少，成为20年来优
势最小的众议院多数党。

美媒曝特朗普施压
佐治亚州官员“找选票”

据新华社电 美国多家媒体3日
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佐治亚州
共和党籍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珀
格，要求“找到”足以使他在佐治亚州

“翻盘”的总统选举选票。
据悉，他们之间通话持续大约一

小时。特朗普告诉拉芬斯珀格：“我
想要的就是这个，找到11780张选票
……因为我们拿下了这个州。”拉芬
斯珀格告诉特朗普，“你的数据不
对”，“我们不认为你赢得了选举”。
按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威胁”拉芬
斯珀格，称如果不能“找到”富尔顿县
特朗普认定被“非法毁掉”的选票，后
者将承担法律责任。

韩国户籍登记人口
2020年首次减少

据新华社电 韩国行政安全部3
日发布的人口数据显示，韩国户籍登
记人口数量2020年首次出现减少，
总登记人口不足 5200 万。韩国
2020年出生人口约为27.58万，创下
有 记 录 以 来 最 低 值 ，同 比 减 少
10.65%；同年死亡人口约为 30.78
万，同比增加3.1%。自有记录以来，
韩国2020年首次出现死亡人口多于
出生人口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