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正清，湖南中医学院教授，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
接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杰出的东方医学
专家”、“治疗糖尿病世界奇人”的称号。

●杨正清行医五十载。独自创立了9所科研机
构。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68篇，出版专著6部。承担
的10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通过国家成果鉴定，填补
了世界医学空白，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杨教授以

“疗效高，疗程短，医术神”，被誉为“三高大夫”。
●杨正清先后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

献的青年专家”、“全国医药卫生科技大会成果奖”、
“国家科委第三届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全国13项有
突出临床疗效重大中医成果奖”。

●杨正清被湖南省委授予“赵雪芬式的优秀知
识分子”。被湖南省政府授予“科技功臣”。杨正清的
事迹经教育部审定入选初中《思想政治》课本。

糖尿病的掘墓人
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可以与京

城名医赵清理、王鹤斌齐名的国医
大师杨正清。杨老自幼熟读《黄帝内
经》《医宗金鉴》《本草纲目》等中医
宝典，已经与糖尿病斗争了50年，成
功发明了震惊全球的中药“糖尿病
疫苗”堂B康消糖灵胶囊，被誉为糖
尿病的掘墓人。

上海有位女作家患糖尿病30余
年，餐前血糖14，后并发眼底出血，
视物模糊，乏力，靠家人伺候，写作
生涯戛然而止，她几度轻生。后经人
介绍改用杨教授发明的“糖尿病疫
苗”堂B康消糖灵胶囊，服用半个月，
自身胰岛功能就恢复了活力，眼睛
就能看清报纸上的小字，浑身有劲，
餐前血糖5点多，她说打算写一本新
书《我与糖尿病抗争了30年》。

广州有位医学教授袁先生，自打
得了糖尿病，不敢吃、不敢喝，就是迷
信降糖药，几十年下来，糖没降下来，
身体却垮掉了。胃肝肾都出了毛病，
无奈求助杨正清，改用“糖尿病疫苗”
治疗45天，胰岛细胞恢复年轻态，血
糖控制的非常好。先停了一种降糖
药，后来陆陆续续都停了，凭借自身
逐渐恢复的胰岛功能，血糖、尿糖检
测指标正常，这让袁先生非常吃惊。

为何“糖尿病疫苗”如此神奇呢？
◎可以修复胰岛细胞功能指数，

恢复胰岛素的分泌，并可与任何药物
同时服用。

◎无抗药性和依赖性，无毒副作用。
◎停服化学降糖药，血糖仍然稳定。
◎真正消除对化学降糖药物的

依赖，彻底摆脱长期吃药打针所带来

的痛苦，完全可以像健康人一样享受
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每年有近40万糖友死亡吗？
为什么每天打针、大把大把吃

降糖药、化糖药，很多糖尿病患者
还是挡不住并发症的侵害眼睛病
变变瞎、肢体溃烂截肢、心脑血管
病变甚至死亡呢？

杨老说，大家都知道人工合成
的胰岛素，是由我国科学家1960年发
明的，那是糖尿病治疗的第二次革
命，拯救了许多糖尿病患者的生命，
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对自身
胰岛功能的恢复没有效果，血糖不
稳定，造成并发症发生等问题依然
很突出。“糖尿病疫苗”的发明被称
为第三次革命，糖尿病这一不死的

“癌症”，有望彻底根治。
随着年龄的增长，胰岛和身体其

他器官一样也会老化。控制高血糖、
战胜糖尿病出路有一条：通过“糖尿
病疫苗”，补充胰岛素增敏因子，提高
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胰岛素的抵
抗，同时对β细胞，形成保护膜，化解
外来的刺激因素，并且修复受损的β
细胞，从而纠正了糖代谢的紊乱，恒
定血糖。这样，即使血糖再高的人，根
本不需再吃降糖药，血糖就能恢复到
餐后小于7 . 8，空腹小于6 . 0的正常水
平。只可惜很多患者不知道这点，一
渭吃降糖药，错失了康复良机。

战胜糖尿病激活胰岛是关键
了解的人都知道，杨老治疗糖

尿病，从不给病人开半点降糖药。
这是为什么呢？杨老说，一日三餐
吃喝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将食物转
化成糖，再变成身体所需的能量

吗，这样人才能活。西医降糖，硬是
将人体所需的糖，打包丢掉，得到
的是满意的血糖指标，失去的却是
实实在在的健康。所以大家要明
白，糖尿病其实与“糖”无关！服用

“糖尿病疫苗”，能让老化的胰岛恢
复年轻态，分泌出足够量的健康胰
岛素，帮助人体将多余的糖转化成
能量，既降低了血糖指标，又能满
足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一举两得，
自然就能战胜糖尿病，这比单一降
糖科学的多，也高明的多。

“口服疫苗”30天胜过打针吃药30年
虽然“堂B康消糖灵胶囊”被称

为“糖尿病疫苗”，但治疗上还是遵
循中医的治疗原则。中医认为，疾病
既然有它的来路，就一定有送走它
的去路。胰腺属于中医“脾”的范畴，
属于足太阴脾经。因此，治疗糖尿病
(中医消渴病)，我们认为其病位在
肺、(脾)胃、肾脏，病机以气阴两虚为
本、燥热为标,治疗上以益气养阴、清
热消渴为大法，目的就是激活胰腺
细胞。中医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的最
新报告指出，“堂B康消糖灵胶囊”里
含有一些类似胰岛素功能的药物成
分，可替代胰岛素起到降糖的功效，
2型糖尿病人服用后有助于控制其
血糖水平，恢复其自身的胰岛功能。
经北京、上海等多家三甲医院的临
床报告显示，服用堂B康消糖灵胶囊
(国药准字Z43020188)1-2个疗程：降
糖有效率为90 . 83%，降低尿糖有效
率为85 . 71%。糖尿病并发冠心病、脑
血栓、高血压等疾病发生率下降
81 . 7%;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发生率下
降72%，四肢病变(坏疽)发生率下降

35%，截肢率下降31%。
“糖尿病疫苗”有3大高明
很多病人说，得了糖尿病不敢

吃、不敢喝，药越吃越多，并发症一点
没见少。“糖尿病疫苗”真能消除高血
糖并发症吗？对此，中国卫生与保健
促进会秘书长杨克给出的答案非常
肯定，比起降糖药、化糖药，“糖尿病
疫苗”具有三大高明：

◎高明一：15天恢复肝肾功能，
减停降糖药

糖尿病患者长期大量使用西药，
血液中积累了大量的糖毒和药毒，严
重损伤患者的肝肾功能。堂B康消糖
灵胶囊，没有西药的毒副作用，服用

“糖尿病疫苗”，可降低血糖，排除药
毒，消除高血糖和高血毒对身体的双
重打击，极大减轻了肝肾负担。最快15
天，受损肝肾功能逐步恢复，很多糖尿
病人药物越吃越少，最后成功停药。

◎高明二：30天恢复胰岛功能，
正常吃喝

吃普通降糖药，血糖控制住了，
饮食也受控制，不敢随便吃喝，成了
苦行僧，患者痛苦不堪。服用“糖尿病
疫苗”30天，患者的胰岛功能初步得
到恢复，您可以试着吃一些水果，保
证您的血糖不会升高。坚持治疗二副
药以上，再不会出现血糖升高或过低
的现象，您将和正常人一样，随便吃
喝，不再做苦行僧。

◎高明三：90天远离并发症危害
服用降糖药，无法避免并发症：

出现全身瘙痒、眼底出血、视力模糊、
浑身无力等症状。服用“糖尿病疫
苗”，可以快速激活人体免疫系统，恢
复肾脏功能和人体化糖本能，很多患

者治疗90天，全身瘙痒、眼底出血、视
力模糊、浑身无力等各种并发症逐步
消失，糖尿病患者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生活，远离打针吃药的痛苦。

至高荣誉为一位专家建一座药厂
杨教授无论多么繁忙，每年都

会返回家乡为乡亲们赠医施药。几
年来，杨老还将所得稿费500万元全
部捐给希望工程和用于扶残助残以
及大中专贫困生。卫生部领导来湖
南视察中医药发展情况，对杨教授
的发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肯定：

“堂B康消糖灵胶囊”是祖国中医宝
库中的奇葩，“糖尿病疫苗”了不起！
一要保护，二要扩大生产，全面推
广。并当场挥毫“医德高尚、医术精
湛”八个大字赠予杨老。为此，湖南
省政府拨款一个亿，在怀化市建立
起一座以“杨正清”命名的现代化的
制药厂湖南正清制药有限公司。要
知道在中国，以中医名家命名的药
厂极为罕见，而以现代中医大师命
名的新的制药厂，杨正清医药有限
公司独此一家。

后 记
不能亲自为各地糖友排忧解难，

杨老很遗憾。他说，“堂B康消糖灵胶
囊”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完全可以放心服用。用药只是手
段，治好病才是目的。我将“堂B康”厂
价直供优惠公开：买5送2，买3送1，优
惠只有7天，希望大家赶紧服用“堂B
康消糖灵胶囊”，恢复胰岛功能，回到
得病前敢吃敢喝的健康状态！烟台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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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交爱心壹站”提一点建议

话话题题

一个小小“公交爱
心壹站”创意，让烟台这
一爱心城市掀起了一股
正能量。中央电视台新
闻联播《凡人善举》也特
地报道了烟台公交“零
钱站”的爱心故事。然
而，现在很多公交站点
的零钱箱不见了踪影。
好的创意需要持续性呵
护 才 能 获 得 更 好 的 效
果。

今日
孔晓

年初，烟台一些高中学生创
设的“公交爱心壹站”一经报道，
获得极好反响，小小善举，展现出
了普通人在文明烟台创建中的参
与性。但近日来，惊讶地发现，行
走在市区大街上，大部分公交站
点原有的零钱箱和手绘海报已不
见踪影了些宣传页，只有极个别
站点，还比较完整地存在。我在为
孩子们的爱心点赞，在为“公交爱
心壹站”不翼而飞感到遗憾和气
愤的同时，想提一点自己的建议。

“公交爱心壹站”的出现是十
分必要的。乘坐公交车出行的市
民总有疏忽的时候，比如忘了带
钱包，比如钱包里没有零钱。在这
时候，要不找周围的陌生人借钱，
要不找人换零钱，总之都会令人
尴尬。本人就多次遇到过这种情
况，有时候实在没辙，只好打车。
从孩子们的出发点来看，也是值

得极大鼓励的。这种公益行为充
分体现了孩子们心中有他人的良
好品质，和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生
活，不做旁观者的积极心态。

但是，“公交爱心壹站”以什
么样的形式出现，却是一个值得
讨论的问题。毕竟“公交爱心壹
站”不是一个“公益秀场”，秀完
了就散伙。而是应该做成一个爱
心服务品牌，有一定的存在价值
和长久的生命力。但目前来看，
它们却大多短命。不是冒犯众
人，我认为目前实在难以保证零
钱箱是否会被特意顺走或者被
恶意破坏。从最近一段时间看，
也确实被破坏过，其积极作用没
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信息时代背
景下，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来解
决这些问题？

比如，建立一个民间的公益
基金。在“公交爱心壹站”中出现
的不是零钱，而是公交专用的“代
金券”。这可以避免零用钱丢失的

担忧。“代金券”的数量取决于公
益基金中的资金的额度。市民使
用一张“代金券”后，可在方便的
时候向公益基金中转账或捐赠1

元，以保持“爱心壹站”畅通使用。
按照月或者季度，公交公司将代
金券在公益基金处兑换现金。当
然这仍然很麻烦，“公交爱心壹
站”要解决的是乘客没有1元钱的
尴尬。现在手机基本人手一部，通
过手机方式付费可以不可以？比
如，开通短信服务。乘客可以发送

“公交车线路+车费”给一个事前
开通好的短信平台，用扣除的相
应短信费用充抵车费，既方便又
简单。或许短信服务已经是比较
落后的方式，但利用手机各种
APP我想可以衍生出很多付费方
式。期待有同学试着做这样一个
项目。

城市关怀在细节，市民参与
在点滴。期待“公交爱心壹站”能
够创新、持续、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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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嘴说事

“万众创业大众创新”这一
口号的提出，堪比当年改革开
放初期提出的包产到户，这一次
是对企业的创业权的包产到户。
有理想、有梦想、有能力的企业
家，现在都在拼命地创业，都在
试图打造一个伟大的公司。在创
业板上市也好，在新三板上市也
好，或者是在上交所未来的新兴
企业板块也好，整个国家创新创
业浪潮正在形成。而这个浪潮就
给我们未来的股市一个信号，就
是它必须要有成百上千的优秀

企业才能够创造一个牛市。
——— 陈宇(金融人士)

新媒体人要想活下去，不
仅要提供内容，找到合适的生
存模式，还要有一个合乎法律
或者基本规则的生存条件。不
然你做得好好的，也没有违规，
更谈不上违法，不知怎么一来，
人家就把你的公号给销了，连
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你怎么
办？

——— 张鸣(学者)

年轻时不容易对别人赞
赏肯定，看到别人好就很不高
兴。一言语讨便宜，说他的成绩
不是好来的等等。二较劲闹矛
盾，和他对着干，一定要占上风。
这人如果针对你，什么便宜都
赚，不能客气，需要让他明白不
好欺负。但如果他和你没什么，
就乐得大气些。古语说：“能下
人，是有志。”专注做好自己，就
可以超越。

——— 张颐武(教授)

投资赚钱，不知道满足，就
可以不断追加投资，风险意识
减弱。贪婪，嫉妒，投机，是当今
股市的特点，你用九头牛去拉，
也拉不动这些头脑发涨的股
民。不过，如果老股民已经赚
了，今后就算赔，也不大要紧，
因为，他们赔只是把已经赚的
钱，赔一部分而已，就算把赚的
钱全部赔回去，也不叫亏，最多
就是后悔不听劝告，没有见好
就收罢了。

——— 姚树洁(经济学家)

嬉笑怒骂

新闻：经核查，相当多高考移
民家长为河北省公职人员，许多还
是领导干部，他们用非正常手段迁
移户口，通过不正当手段为子女在
内蒙古空挂高中学籍。子女在内蒙
古参加学业水平考试，考完又返回
原籍上学，既享受原籍优质高中教
育，又挤占内蒙古资源。(新京报)

点评：好事咋都让你占了？

新闻：自2011年起，安徽省宿
州市灵璧县，有数年保险从业经验
的杨伟勾结当地医院医生，利用已
故癌症患者的遗体，伪造车祸或坠
楼现场，骗取死者的保险赔偿金。4

年来，杨伟伪造5起意外事故，共骗
保42单，累计金额或破300万元。(人
民网)

点评：这人不去做导演可惜
了。

新闻：25日，北票交警大队在
路检路查时，发现一台涉嫌多项交
通违法的四轮车，民警将违法车辆
驾驶人传唤至交警大队讯问，过程
中发现该人身体发生异样后死亡。
当地检察院介入调查，目前未发现
民警有违反法定程序和暴力执法
行为。(新京报)

点评：期待真相水落石出。

新闻：几十年前，他曾拿出巨
资帮助缺乏资金的87版《红楼梦》
顺利拍摄播出。如今，他瘫痪在床
靠低保和亲友资助维持生计。他是
陈增友。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筹资
百万给当时因为资金紧张而无法
继续拍摄的《红楼梦》剧组，这部经
典才得以和观众见面，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人。(成都商报)

点评：人生总有起起落落，老
无所依令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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