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肠炎止腹泻—安场牌鞣酸苦参碱胶囊
腹泻、急慢性肠炎可用安场牌鞣酸苦参碱胶囊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
称，是病原真菌引起的甲感染。灰
指甲变形、发黑（黄）需及时治疗，
避免传染健康指甲，灰指甲患者选
药，请认准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
搽剂，国药准字H52020539，专药
专治。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贵
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药品—伊甲
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用于甲癣、
手癣、足癣、头癣、花斑癣等。对真
菌、细菌等均有效，还能软化指甲
角质层，增强药物皮肤渗透。涂搽

本品于患甲，坚持使用至新甲长
出。每天1~2次。简单又方便，坚
持治疗有信心。

灰指甲的患者在潮湿的环境
和季节，应注意个人卫生或避免人
为的使指甲表面组织不断受异物
侵蚀破坏，使指甲愈加脆弱，引起
感染或复发。

联系电话：4000809577
上海地区电话：021-6204166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急慢性肠炎、
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少数人有头昏、嗜睡、恶心等症状。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52020688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231-00009号
网址：www.gzwst.org

生活中可能会出现腹泻，有
时反反复复，有时饮食刺激、或是
精神紧张就腹泻难耐，可能是患
上了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肠
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要及
时专业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
牌鞣酸苦参碱胶囊，用于功能性
腹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
征引起的腹泻。苦参碱总碱具有
升高白细胞数，加强机体免疫力
而起抗菌作用，鞣酸可使肠黏膜
表层内的蛋白质形成一层保护膜

而减轻刺激，降低炎症渗透物和
减少肠蠕动，起收敛止泻作用。
拉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牌鞣
酸苦参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
长期腹泻患者应按疗程使用，巩
固疗效，儿童成人用法用
量请阅读说明书。

长期腹泻 要重视（慢性肠炎、
功能性腹泻）

经销地址:南京：颐年堂、业康药店、利友药店、海生堂药店、好邻居药店、莫愁路药店、天元药店；苏州：雷允上连锁、礼安连锁、海王星辰连锁、全值连锁、东吴医药连
锁、苏州星诚医药连锁、中诚大药房、粤海大药房、汇仁药店、信誉医药商城、信誉月分店、三宝药店、佳发大药房、宏仁堂、健生堂、民生药房、一品堂大药房、仁益堂、
集成大药房、碧波大药房、苏州民健、采芝灵、佳福药店、葆春堂药房、恒安药房，淞江药房，延年青药房，沈浒药房，生生堂药房，佳安药房，恒景药房，联益药房、德仙
堂药房、一致药房；吴江：新百姓缘大药房、雷允上松陵店、同安康、海王；无锡：汇华强盛、山禾健康；徐州：恩华连锁、广济连锁、先声再康、一乐连锁、苏卫连锁药店、
陈雷；宿迁：同济堂中心大药房、沐阳：万康药店超市、泗阳：康福来大药房、泗洪：时代大药房、洋河：宿迁新特药店；上海各大药房有售

有了口臭便秘，如何缓解尴尬？治口臭口疮请用养阴口香合剂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出现：口臭、咽干口苦、胃灼热

痛、口腔溃疡、肠燥便秘等症状的
人群,如果胃热津亏、阴虚郁热，
可选用养阴口香合剂。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
高原苗药养阴口香合剂，国药准
字 Z20025095，选用贵州名贵金
钗石斛鲜品入药，从药材源头把
关，精选十余味地道药材而成。
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胃泻
火、行气消积，用于口臭，口舌生
疮,齿龈肿痛,咽干口苦,胃灼热痛,

肠燥便秘。一次30毫升,一日两
次。疗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用药同时还应避免：熬夜、烟
酒过量，过食辛辣肥腻等不良生
活习惯,注重休息,缓解工作压力,
有益于康复。养阴口香合剂，呵
护健康。

灰甲不灰心，治疗有方法

经销地址：南京：国大、金陵、上元堂、百信、先声再康、三九、玖恒、同仁药店、溧水百缘、为民、中山、颐年堂、业康药店、利友药店、海生堂药店、好邻居药店、莫愁路药店、天元药店；苏州：雷允上连锁、礼
安连锁、东吴医药连锁、苏州星诚医药连锁、中诚大药房、汇仁药店、信誉医药商城、信誉月分店、天寿堂、一品堂大药房、仁益堂、苏州民健，采芝灵、佳福药店、恒安药房，沈浒药房，延年青药房、葆春堂药
房、淞江药房、生生堂药房、佳安药房、恒景药房、联益药房、德仙堂药房、一致药房；吴江：新百姓缘大药房、雷允上松陵店、世纪博康药店；无锡：汇华强盛、山禾健康；徐州：先声再康、恩华连锁、一乐连

锁、苏卫连锁药店、沛县华氏连锁;常州：万仁大药房；宿迁：益丰连锁同济堂祥和云、仁济千谦韩燕诊所；沭阳：万康章健徐明诊所成桂；泗阳：康福来同仁泗洪、时代连锁、康福来大药房；东海：芝林医缘、赣榆：老百姓；上海各大药房有售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功能主治】清胃泻火，滋阴生津，行气消
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口
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苦、胃灼
热痛、肠燥便秘。
【禁 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5095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231-00007号
网址：www.gzwst.com.cn

联系电话：4000809577
上海地区电话：021-62041665

（广告）

口臭口苦咽干对症治疗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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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肠易激惹综合征
请用安场牌鞣酸苦参碱胶囊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
请用养阴口香合剂！

患了灰指甲，怎么办？
治疗灰指甲可用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和使用。
【适应症】1.用于甲癣、手癣、足癣、体癣、
头癣、花斑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
2.用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激如烧灼感，或过
敏反应如皮疹、瘙痒等。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52020539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231-00010号
网址：www.gzwst.com.cn

7月6日上午，淮安市公安局巡特
警支队警务人员王涛、王春坤、吴骏和
安业雷接到命令，前往淮安市生态文
旅区板闸家苑小区排查并抓捕因此前
寻衅滋事而被网上通缉人员马洪兵。
当日10时许，王涛等四人在板闸家苑
29号楼2单元504室马某兵家发现马
洪兵，马洪兵拒不配合，手持菜刀爬上
厨房窗户，以跳楼相威胁。此时，家住
403室的马伟兵回家时，在单元门口听
到楼上有争吵声，遂乘电梯到5楼，为
阻止警务人员抓捕马洪兵，马伟兵从5
楼消防井内取出平时藏匿的二把尖
刀，双手各持一把冲入504室，对警务

人员进行捅刺，同时，马洪兵手持二把
菜刀从厨房冲向警务人员挥砍，致使
民警王涛、辅警安业雷死亡，辅警吴骏
受伤。经鉴定，王涛符合遭单刃尖刀
类锐器刺戳颈部致左颈总动脉离断后
大出血死亡，安业雷符合遭单刃尖刀
类锐器刺戳左腰腹部致腹主动脉破裂
后大出血死亡，吴骏身体所受损伤程
度为轻伤二级。

马伟兵、马洪兵兄弟俩作案后，携
带多把刀具驾电动车逃离现场。当日
18时30分许，兄弟俩被追捕的公安民
警发现后挥刀拒捕，在马洪兵被民警
开枪击中腿部后，两人被抓获归案。

死刑！昨日上午，在淮安市中院，随着审判长——该院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时恒支宣读判决书：犯罪嫌疑人马
伟兵与马洪兵均因犯故意杀人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发生在今年7月6日上午
致警务人员两死一伤的淮安暴力袭警案暂告一段落。
通讯员 赵德刚 赵大为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朱鼎兆

致警务人员两死一伤，淮安重大暴力袭警案昨过堂

一审宣判，这兄弟俩全部死刑！

淮安中院审理认为，马伟兵、马洪
兵共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
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致二人死
亡、一人轻伤，后果特别严重。马伟
兵、马洪兵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
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马伟
兵、马洪兵系共同犯罪，且均犯数罪，
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
罚，并实行数罪并罚。马伟兵在侦查机
关对其第二次讯问时，才供述故意杀人
的主要犯罪事实，后又拒不供述，对于
寻衅滋事的主要犯罪事实，其在侦查阶
段一直未予供认，马洪兵归案后亦未能
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两人依法均不
构成坦白。马洪兵曾因故意犯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
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马

伟兵、马洪兵因涉嫌寻衅滋事犯罪被
网上追逃，针对依法执行职务的警务
人员持刀疯狂袭击，致两死一伤；逃离
现场被抓捕时仍持刀拒捕，庭审时拒
不认罪；两人均有暴力犯罪前科，且马
洪兵因多种犯罪先后六次被判处刑
罚，两人的犯罪后果特别严重，情节特
别恶劣，人身危险性极大，均属罪行极
其严重。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
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严厉打击暴力犯
罪活动，依法判决马伟兵犯故意杀人
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寻
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马洪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扫码看视频

兄弟俩致警务人员两死一伤

兄弟俩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20年前的2000年3月24日，
在南京鼓楼一住户家里，主人李某
从广西来探亲的妻子被发现遭人
杀害。20年来，南京警方一直未
放弃对该案的侦破，今年10月底，
终于破获了这起20年前的抢劫杀
人积案，在四川成都将犯罪嫌疑人
抓获归案。

邻居反映曾有人上门搞推销

2000年3月24日，当天中午
11时许，南京警方接到李某报警
称，其妻子在家中被人杀害。

据李某反映，其妻子是3月6
日刚刚由广西前来探望在南京工
作的他，案发当天早上，李某跟往
常一样，8点左右出门去单位上
班，到了11点10分左右，李某给
家里打了个电话，发现没人接听。
当20分钟后李某回到家中时，发
现家里的防盗门和木门均未反锁，
家中有明显被翻动的迹象，而妻子
则倒在了卧室的地上。根据法医
鉴定，被害人系被人掐、勒致死，而
且家中的一个存折和数百元的现
金、美金也不翼而飞。

“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党委副书
记、刑科所所长黄伟介绍，当年接
到报警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鼓
楼分局等部门迅速成立专案组，并
投入大量警力开展侦破工作。当
年黄伟是鼓楼分局刑警大队的一
名刑警，全程参与了当年的调查工
作。

经过大量走访排查工作，警方
确认嫌疑人为1名年轻男子。“据
受害人的邻居反映，案发当天10
点左右，曾有一名穿黑西装20出
头的小伙子敲门推销衬衣等衣物，
这个小伙子一只手上拿着一样印
刷品，另一只手上则拎着黑色塑料
袋、里面鼓鼓的。”黄伟说，警方在
现场也提取了多处痕迹物证，其中
包括一张某品牌衬衫“产品说明
书”，而该说明书上还有受害人填

写的反馈意见。经多方印证，警方
明确该名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案发后，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开
展了大量调查走访工作，围绕现场
遗留“产品说明书”上所留的地址
和电话前往成都进行多方查证，由
于当时条件所限，此案没能够得以
侦破。

20年锲而不舍，嫌疑人终落网

“尽管案件一直未能破获，专
案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20
年来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侦查，坚持
做到案件不破、工作不停。”黄伟告
诉记者，多年来，刑事技术民警带
着本案的痕迹物证，先后出差全国
数十个省市，持续开展比对工作，
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犯罪嫌疑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10月
中旬，根据省公安厅相关线索，案
件取得重大突破，该案现场痕迹物
证成功比中一名男子陆某。“该陆
某40余岁，四川成都人，现在成都
一家超市打工。”南京市公安局鼓
楼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于广成介
绍。

获悉这一情况后，专案组立即
赶赴成都围绕陆某开展调查，经过
近半个月的工作，专案组认为抓捕
时机已经成熟，并制定了周密的抓
捕方案。10月底，在当地警方的
大力配合下，专案民警成功将陆某
抓获。经审查，陆某很快交代了当
年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

据陆某交代，当年他从成都乘
坐火车来宁打工，后被人骗去了身
上本就不多的积蓄，未找到工作而
生活窘迫的他，以推销衬衫为幌
子，企图骗门入室实施盗窃。后因
被受害人发现，遂将其勒、掐致死，
并在受害人家中找到数百元的现
金和美金后，逃离南京。据了解，
今年以来，南京警方已成功破获命
案积案10起。

通讯员 宁公宣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梅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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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20年前在家中遇害
南京警方凭一张“说明书”抓获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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