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你做个健康人 一读就懂 免费发放

心脑病患者为啥疯抢的一本书
本书作者为：乌龙养血胶囊发明人连教授，

自己少受罪，节省医药费
心脑血管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的常见病，目前我国心脑血管病患者已经超
过2 . 7亿！每年有300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病，占
我国每年总死亡病因的51%。而幸存下来的
患者75%不同程度丧失劳动能力，40%重残！
作为心脑血管患者，你是否想过；

1、为什么我们面对心脑血管病竟然
如此被动？

2、心脑血管病的病根究竟是什么？
3、心脑血管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

什么？
4、治疗心脑血管病能不能少花钱，少

吃药？
5、作为多年心脑血管病患者的你该如何

吃、如何穿、如何睡觉、如何大小便、如何度
过一年四季、如何健康长寿？

面对这些问题，患者急需一个正确的渠
道对心脑血管病有个全方位的了解。《病从
血中来》——— 教你做个健康人，就是这样一
本专门教你如何花最少的钱，最快最有效治
好心脑血管疾病的书籍。

该书是由连汝安教授根据自己近70年的
心脑血管病临床行医经验加以总结编著而
成。它将告诉你心脑血管病难以治愈的根
源，它将告诉你心脑血管病其实与心脑血管
无关，与血液有关，它将告诉你一些最实用
的医学小常识、小秘方等简单省钱的治疗方
法，快速治好心脑血管病。

行者提示：读完该书，无论心血管、还是
脑血管，只要诸塞面积在70%以下，至少延长
30年的寿命。

免费领
书热线 4006-903-666

万人体验前列腺奇方
我国独家专利奇方，打进电话免费申领

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等反复折

磨；吃药、打针、手术，花了钱，却反复发作；

丧失了治疗信心?究竟有没有办法，摆脱前列

腺顽疾？我国专利秘方，以一药三方的神奇

效果，开展万人体验活动，让数万患者重获

健康，备受广大前列腺、男性功能障碍患者

信赖与好评。

由我国男科创始人，“男科第一人”———

江鱼教授，率科研团队，研发成功的“排—

散—利三草活腺”康复奇方，精选19味地道名

贵中药，三方合一药，是从未有过的神奇组

方，获国家专利(专利号ZL 2006 1 0090907 . 7)

保护，一方主“补”：补肾益精，把透支的肾气

精血补足，充满动力；一方主“化”：将肾虚导

致的瘀积气血散化开，不再堵塞腺路；一方

主“排”；将腺体激活，打通腺管，打通尿路，

排出毒素。从根源上彻底解决尿频、尿急、尿
等待、前列腺增生、男性功能障碍等顽疾。

有专家评论：“根据此奇方研制成功的
男康片，被批准为前列腺特效新品【国药准
字号Z20063941】，不同于以往任何药物。经万
人验证，只需3天，有效解除尿急、尿频、尿痛、
尿等待等；轻度患者2个疗程，即可恢复健康；
3个疗程以上，各种尿路症状完全消失，前列
腺、泌尿腺、生殖腺系统恢复正常功能，排尿
挥洒自如，不伤身，绝不复发，创造了男科顽
疾治疗史上的一大奇迹。

本着诚信为先，谨遵医德，绝不欺骗患
者。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疾病、男性功
能障碍等患者，打进电话，参加万人体验活
动，免费申领1盒。

免费申领热线：400—666—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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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绿色殡葬，要讲方法也要有耐心

话话题题

新的殡葬形式要提供
更丰富、更人性化的服务，
促进人们对殡葬形式的接
受和认可。海葬、树葬等更
多的方式可以为人们提供
选择。在充分尊重每个人的
需求与意愿的情况下，提供
个性化的专业服务，让逝者
有尊严、让亲人有寄托。

让绿色殡葬成为一种新风尚

下期话题

今日 海葬是场革命，推行仍需努力

清明将到，不少人出
门祭扫。不过在祭扫的过
程中，随意丢弃垃圾的现
象不少，墓地边也有烧纸
钱的灰烬。另外，各种祭
祀用品推陈出新、五花八
门，既造成了不必要的浪
费，也污染了环境。文明
祭祀年年提，年年都难免
出现很多杂音。文明祭祀
离我们有多远，您来说道
说道。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开发
商，都应该认识到，不管政府和
房地产的爱情多么伟大，但一个
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住房已经告
别短缺，政府救市不是还期待房
地产成为拉动经济的引擎，而是
不想让房地产成为拖累和炸弹。
对于以利益为出发点的爱情而
言，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爱情
的结局将不言自明。如果想当然
认为这是又一次饕餮盛宴，那将
是人生中不可饶恕的错误。

——— 马光远(财经评论员)

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大背
景的潜移默化，民族主义逐步兴
起，这就使得人们要找一个应试
教育的出头鸟的时候，注意力容
易转向英语。于是，很多人认为
现在英语的地位偏高，甚至影响
到了母语的地位，但在工作中却

“基本没用”或“完全没用”。进而
赞同高考取消英语，或降低其权
重。但是，英语权重降低，语文权
重提高，是否意味着学生会花更
多的时间学语文呢？

——— 刘元举(专栏作家)

名嘴说事

徐君豪

我们传统意识中一直留有
“入土为安”的说法，这是目前海
葬难以推行的最根本原因。要打
破人们这种固化的潜意识，仅仅
依靠市场引导是不够的，需要政
府牵头做大量的宣传、推广、部
署工作，也需要我们自身转变观
念。

首先，我们应该从理性和客
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些
年，随着老龄化程度呈逐年增长
趋势，土地资源短缺造成的墓地
紧缺情况日益凸显。拿上海来
讲，据测算，如果仍以传统墓葬
的方式消耗土地，数年内，全市
公墓将面临无地可葬的尴尬局

面。别说“死不起”，那简直就是
“死无葬身之地”。再者，生态文
明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绿
色环保、可持续发展是其中极为
重要的内容。开展包括海葬、树
葬等绿色方式的殡葬是人类对
世界、对文明、对后人的不可推
卸的责任。

其次，我们应该从人类自身
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应该
说，人类对水的依赖远胜于土
壤，水是生命之源，世界上任何
地方，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物
种，有水才有生命。即使是从个
体生命而言，从胎儿开始，便是
孕育在水中。从这种角度来讲，
水对人类而言可谓寄托了无限
美好的遐想，它是人类的开始，

自然也便可以成为人们最美好
的归宿。因此，水葬(在沿海地区
则为海葬)成为人类主要的归宿
方式，从伦理角度来讲，是自然
而然的事情。或许我们还可以说
得再诗意一些，如果我们的归宿
在大海深处，那我们便是与浪花
共舞，与海鸥同行，与鱼儿为伴，
有大片大片的珊瑚，有一望无际
的蔚蓝，头顶还有大朵大朵的白
云。我们将与大海同在，不会因
为不肖后人的“平坟”、征地等运
动将我们随处遗弃。

关于海葬的优势，有人还会
提到价格低廉，其实，我倒是认
为，政府如果要推广这件事情，
大可以免除一切费用，这样，才
会加快推动一次革命的进程。

甘宜强

说起绿色殡葬，首先要弄清
楚什么是绿色殡葬，绿色殡葬就
是指充分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先
进设施设备和先进管理理念，以
促进殡葬安全、生态安全、资源
安全和提高殡葬综合效益的协
调统一为目标，以倡导殡葬标准
化为手段，推动人类社会协调可
持续发展的殡葬模式。鼓励倡导
深埋、撒散等不保留骨灰方式，
具体形式包含树葬、海葬、草坪
葬、花坛葬等。

倡导绿色殡葬，就要加强宣
传，如果上面我不提及绿色殡葬
的具体含义，估计很多人对此还

不了解，更别说理解。绿色殡葬
并不意味着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更不是不孝。笔者是一名“ 9 0

后”，记得小时候，村里有老人去
世，都会配备一口棺木，八个壮
汉抬着棺木上山埋进预先挖好
的坟地里，而且棺木越好、葬礼
越盛大，好像就预示着老人的孩
子多么尽孝。孝顺不是在老人去
世后表现得多么毕恭毕敬，而是
在老人生前尽自己所能地嘘寒
问暖、关心照料。

倡导绿色殡葬，相关部门
应当在绿色殡葬的办理程序上
加强引导、简化手续，做好绿色
殡葬的服务工作。绿色殡葬目
前还是一个新事物，而且需要

相关部门的备案和登记，这就
要求有关部门营造一个良好的
绿色殡葬氛围，建立一套高效
便捷的绿色殡葬程序，为了鼓
励大家采取绿色殡葬，也可以
适当减免殡葬的费用，让整个
殡葬过程简单化、平民化、实用
化，真正发挥绿色殡葬的环保
性和经济性。

随着人们观念的不断改变，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对过去老一
辈的殡葬程序的繁琐、铺张浪费
持有不同的看法，注重环保和经
济的绿色殡葬更能适应时代的
发展，相信绿色殡葬会得到越来
越多人的支持。

刘岩

我国殡葬习俗历史悠久，
传统殡葬观念深入人心，加之
宗教、礼仪、家族等等观念的注
入，传统的殡葬观念在很多人
心目中根深蒂固。但是随着时
代的进步，殡葬观念的变化也
在悄悄影响着人们。海葬等绿
色殡葬的提倡，让更多的人开
始逐步转变观念，一些人已经
开始践行了绿色殡葬方式。然
而，让更多的人认同新的殡葬
方式，各方还需要做出更多的
努力。

良好的社会舆论和宣传导
向，在倡导绿色殡葬观念上有积

极的影响和引导作用。传统观念
的扭转不是一日之功，急功近利
的强迫也非解决问题的根本。通
过积极的宣传、有益的引导，在
全社会形成移风易俗的社会氛
围可以起到雨润无声，潜移默化
的作用。

相关的管理部门要进行有
序的管理和扶持，对行业准入进
行严格界定，对提供的服务也应
该有专业的指导与规划。在服务
方式、程序流程、收费标准等方
面进行全面的规范，使新的行业
在起步初期就沿着规范、专业的
道路发展，为营造良好的殡葬改
革氛围提供保障。同时，给予愿
意实行绿色殡葬的市民一定的

经济补偿，是推进绿色殡葬的有
力保障。

绿色殡葬风尚需要长期
坚持和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
取得应有的社会效果，才能够
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而
这项长期的任务应该从现在
着手、从年轻人中开始提倡。
传统观念的转变在年轻人身
上相对容易，在年轻人中树立
绿色殡葬观念是推动新风尚
的积极举措。通过新思想、新
思维、新观念的引入，引导年
轻人接受新变革，从而形成良
好的社会传播效应，整个社会
的绿色殡葬之风才能够传扬
开来。

转变葬俗观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心安便是归处

王维娴

土葬是世世辈辈的传统，

现在许多地区依然保留了这个

习俗，但大多地区还是火化墓

葬，入土为安回归大地。随着人

口的逐渐递增，土地的流失和

占用，使墓地价格日渐紧俏。海

葬的优势是节约了土地资源，

将火化的骨灰撒入大海，归于

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海葬传

承的是一种文明节俭的葬法，

思想观念的转变打破传统“入

土为安”的桎梏，移风易俗，不

仅节约土地资源，还杜绝了墓

葬的奢华风气，海葬将变身为

一种绿色低碳的文明标志，逐

步为大众所接受。

这些年的网上祭祀可以

为海葬的家属找到悼念的寄

托。逝者的亲人和朋友可以从

网络祭祀上看到逝者的生平

事迹介绍，可以瞻仰逝者的照

片遗容，可以播放逝者的说话

录音。献上一束虚拟鲜花，正

成为很多人扫墓的纪念方式。

人终有一死，也许由不得

自己做出选择，但是身后事还

是可以有机会抉择，人人观点

不同，各有心之所属，回归自

然皆为所向，心安便是归处。

生前尽孝才是真
赵传勇

动辄上万甚至更多的墓地

价格，让人直呼葬不起。逝后用

土葬方式又是大多数人的认

知，而且有时是逝者生前的遗

愿，家属即使有其他想法也只

好打消。面对昂贵的土葬成本

即使再皱眉只得咬牙接受。

我觉得要想倡导除土葬之

外的其他绿色殡葬方式，首先

要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

手，一些不适应时代潮流和发

展需要的旧习俗，确实有摒弃

的必要。例如传统土葬，占用土

地资源不说，价格成本也不菲，

每年祭祀扫墓又会引发火灾隐

患，对大气也是一种污染。

很多人不愿接受除土葬

之外的其他殡葬方式，有怕人

说闲话的，也有来年祭日去何

处祭祀扫墓的顾虑。我认为这

都是客观原因，告慰逝者在于

生前，只要生前尽了孝道，让

逝者没有遗憾，无论何种殡葬

方式对逝者来说，都是一种好

的归宿，不必在乎别人的看

法。我想逝者也不愿看到家属

承受昂贵的殡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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