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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卢歌 彰化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17日下午前往鹿港体育场参
加彰化县警察局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美好彰化 青春飞扬」系列
宣导活动。本次活动以小波丽骑乘小哈雷体验及预防犯罪宣导设摊活
动，并有弹射弹珠、旋转扭弹机、夹娃娃机等闯关游戏，并结合朱宗庆
打击乐团等展演活动，借以提升青少年、儿童艺文气息及宣导预防犯罪
观念。王县长到小波丽体验活动区，观看活动小朋友穿着帅气警察制
服，骑乘小哈雷可爱模样后，接续参与文化局精心安排的展演活动，度
过难忘的夏天。 

 
 王县长说，谢谢彰化县保护少年妇幼协进会理事长高娟娟带领的团

队，与警察局同仁在鹿港体育场为期2天的大型表演中，做了非常多与
青少年相关的宣导活动，现场也准备1,500份小礼物送给闯关活动的青
少年及小朋友，希望除了藉由活动让小朋友有不同的体验外，也能够增
加法治概念，保护儿少与青少年，让他们知道那些东西是不能碰触的，
特别是毒品。 

 
 王县长表示，这两天在鹿港体育场的表演很精彩，昨天是国立台湾

交响乐团，今天是朱宗庆打击乐团，县府把台湾首屈一指的团队带进来
彰化县，希望乡亲们在疫情趋缓之后，能够纾解心中的压力。另外，走
读艺术节到7月24日为止，共有10项装置艺术品展至8月底，请大家把
握这段时间，10项装置艺品中搜集到6项的戳章就可以兑换小礼物，欢
迎大家多来彰化走走，跟着艺术畅游鹿港小镇。 

 
 警察局表示，本年度青春专案彰化县警察局长吴坤旭率领同仁拍摄

宣导短片，上传于警察局脸书，让现场青少年经由按赞及分享，就能获
得精美宣导礼品，借此让青少年提防暑期打工陷阱，勿沉迷网路世界或
参与赌博及接触毒品。 

 

【记者 范至延 台南报道】桂田
酒店最具人气阿力海百汇餐厅联
合了好也粤式中餐、本家日本料
理、桂田铁板烧，由行政总主厨
高文强主厨带领五大主厨强强联
手，重新赋予了阿力海极鲜、顶
级、致霸海陆的各项必吃美食澎
湃推出。 

 
 酒香精酿的鲜啤、流光溢彩

的夜色、轻盈动听的旋律，来自
不同国度的宾客与 菜肴齐聚一
堂，在珍馐与美酒的陪伴下度过
一个个美好而难忘的盛宴。美食
的意义，不再仅限于压制饥饿，
也不再只是肚子的满足，而是惊
喜的心情带动着嘴角上扬，食物
赋予了更温暖的力量。 

 
 夏 季 的 夜 风 总 是 最 令 人 向

往，微风、月夜、 遮阳伞、啤
酒、烧烤、冰淇淋，是每一个美
食老饕的狂欢，是一场不可错过
的美食盛会。 

 
 翻新扩展重整旗鼓，堪称台

南最大型自助餐厅之一。经过历
时10周的全新装修改造，奢华设
计风格、概念与品牌化策略。崭
新、明亮又开放的用餐空间，宽
敞无比，服务和菜 肴也随之升
级，共享盛宴之余仿佛踏入新世
纪。 

 
 阿力海百汇自助餐厅，乘载

着为宾客提供世界级旅游体验的
使命重整出发，塑造独特繁华的
美食飨宴，允诺成为全台南最优
质高端的饮食体验。不仅提供丰 

盛海派海鲜，还有纯手工纯炭
烧烧烤等，以及更多由专攻多国
美食的首席主厨独创出品菜肴。
桂田阿力海配置专精于不同料理
的厨师，在Buffet之中负责各国
不同的食物区，让前来的客人每
种都吃到最道地与最过瘾。 

 
 俏然夏至，最适于与美食不

期而遇，城市中心，闹中取静，
在这里有一场不可错过的美食盛
会，感谢生命中有麦香四溢的冰
啤酒和海鲜烧烤，简直是完美夏
夜的标准搭配。桂田如您所愿，
以 全 新 的 阿 力 海 ， 全 心 与 您
「食」刻相伴。活动及优惠详情
请 查 阅 桂 田 酒 店 官 网 ：
https://www.tainan.queenapl
aza.com/news-
detail/93__2/。 

桂田酒店阿力海百汇餐厅主厨重新赋予极鲜美食  

「美好彰化  青春飞扬」彰警让青少年  欢乐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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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告人陳春英 

違法的湖南益陽官方警察 

刑讯逼供导至昏死送医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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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地方权贵官重堪称大比中央  

「品一杯文字的香 咖啡与文学主题展」111年8月6
日至11月24日在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图书馆4楼文学资
料馆展出，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南投县作家离毕华老师的画作以本名卢兆琦落

款。他以一系列咖啡主题的散文诗在中华日报副刊刊
登，富有多重的人生滋味，他将于8月6日开幕式与大
家分享这些动人的诗文和绘画。 

 
 南开科技大学退休的蔡建皇教授在国姓乡种植二

千多棵咖啡树，并建立Tsai P. Coffee品牌，将于8月6
日开幕式教大家如何冲出好喝的咖啡。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广告） 

【记者王克瑞综合报道】 
本人陈春英实名控告中共湖南

省，益阳市赫山区，全丰社区原
村支书袁永生以及为其黑恶势力
充当保护伞的现任赫山区，区长
马文才控告袁永生 一伙罪行如
下： 

① 袁永生非法贪污集体征收款
千余万元。 

② 袁永生利用政府赋予的职权
便利成立黑社会组织，该黑社会
组织自成立以来，为害一方、横
行乡里，时常成帮 结队祸害村
民、伙同地方政府与黑开发商疯
狂掠夺农民土地，直接或间接毁 

法等主要骨干开会，会上不止
一次疯狂叫嚣让地方公安机关在
迫害我的手段上不惜使用一切手
段，甚至包括动用酷刑对我进行
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这期间由
于对我动用酷刑过激导致我在审
讯中多次昏死过去，并且出现濒
死状态，我想可能是由于送医抢
救及时才将我从那头拉了回来）
公安机关手段用尽最终在无果的
情况下还是出具了伪证，强行判
我七个月有期徒刑，熟不知我是
为失地农民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获
此大罪要多冤枉有多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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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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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村民良田五六百亩之多，非
法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用于违建商
品房出售、招商违规建厂。 

③ 袁永生的邪恶之事还不仅如
此，单指袁永生家自己占地竟达
近百亩之多，明火执仗似的在村
上违法开设赌场放高利贷，雇凶
逼债曾经故意欧打他人至半死状
态直至最后被逼服药自杀。 

控告人指出：以马文才区长为
首的黑恶势力保护伞，联手公、
检、法制造多起冤假错案，陷害
维权村民坐冤狱的更不在话下，
马文才区长在没迫 害我（陈春
英）之前，曾多次组织公、检、 

 控告人表示：出狱后我多次
陈书省市各级机关诉罪接待部门
都是敷衍，司法上诉状告无门，
唯一一次进京上访，结果半路被
堵截回来差点再一 次被送监坐
牢，最后负责押送 我回来的人
讲，你上访有用吗？你就是找到
习近平最后解决问 题的还是我
们，益阳就是中国的小中央，有
责你就去想，有本事你就去使，
再不行你就去告，地方我最大，
中央耐何我不了等语令控告人气
忿不已；为求落实习主席之打黑
决心将置个人生死于渡外，透过
本报批露此一案件，为求公平、
公正、公开，避免 更多百姓受
害，特此实名举报期能上达中央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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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赖燕雪、陈翰立参选投市长、名间乡长  

 

台湾书艺名家王金顺、黄旭清、吴
慧莲获邀参展「郎静山国际摄影
馆」两岸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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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2011德国红点设计视觉传达类大
奖、金点设计大奖，一举走向世界的书艺名
家王金顺老师从小就热爱绘画艺术，用五十
多年的时间积累出来的成果创作了「百家姓
图腾」作品--是“汉字画”的起手式。王老
师长期搜集经典，饱读各类书籍，收购研究
文物，学习了解中国画、书法、西画、古文
明、古汉字等艺术领域，最后把多年研究熔
合创作“汉字画”。以古汉字的字义、字
形、字源，及哲理、观念性的内含呈现当代
视觉效果。他的“汉字画”融入了多种书法
技法与绘图技巧，其构图、构思、章法和留
白，透过巧劲的书法线条和多种颜料处理具
有特殊的“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画作风
格，赋予中国书画一种创新的艺术形式，以
绘画语言形式挖掘汉字的中华文化深深的内 

【 记 者  范 至 延  江 苏 淮 安 报 道 】
「2022“画”说港台“镜”观两岸-纪念香
港回归25周年、“九二共识”30周年」艺
术展即日起在江苏淮安「郎静山国际摄影
馆」举办；台湾知名策展人吴慧莲、书艺名
家王金顺及黄旭清理事长获邀参展。艺术展
通过书画、摄影、篆刻等视觉形式，记录描
绘香港和台湾这些年来的创新实践，着重展
现香港自回归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和民生等各领域取得的长足发展。此次
活动以更多名家且具有较强创作实力的台港
及内地书法家、美术家、摄影家、篆刻家，
来促进台港与内地艺术家们，共同实现中华
文化凝聚力。 

涵智慧。王老师此次以「中华文化两岸情」汉字画作品参展。王金顺现任丹路国际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台湾新创艺术学院院长、鸡笼雥美术馆馆长、中华两岸交流协会荣誉顾问、中
华经贸文化创新发展协会顾问、基隆市观光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理事长、当代艺术家协会名
誉顾问、WCECA世界文创产学经贸协会顾问。 

 
 吴慧莲六月在台南市民治市政中心一楼展厅圆满展出「吴慧莲绘画个展•字有妙画」，继

之获邀参加本艺术展，她以汉字画「中华情」参展，以古典语汇与现代对谈，以诗意色彩，
表现生命的悸动，期以「汉字画」连结华人疏离的情感，珍惜宝贵的生命。吴慧莲学习「汉
字画」，师承书艺名家王金顺老师，将习得的多样性技法及媒材融入「汉字画」作品中，在
王老师的倾囊相授，密集调教之下，其创作自成一格。慧莲主席甫获2022联合国世界和平日
「凯拉萨OM奖世界和平大使」殊荣，目前于玄奘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现任国际联合报社执行社长、WCECA世界文创产学经贸协会理事长、（环球）小金人®主
席、中华海峡两岸新闻事业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华文耀文教经贸交流协会国际部部长、信
华画廊艺文天使顾问、中华国际女书画家协会顾问、江苏连云港市西游创意文化顾问、
WTCRI世界传统文化研究院国际部部长、意大利Bologna中华港澳台侨联谊会联盟主席兼全
球中华港澳台侨联谊会联盟常务主席…等职务。 

 
 黄旭清（启峰）理事长爱好书画创作，作品多次获奖，备受瞩目，黄老师尤其专精于古

玩、古玉及赏石；人类对自然始终有一份憧憬，黄老师于闲暇时间常常邀请三五好友，结伴
同行，海边山巅捡石郊游，人生何等快乐！我们除了尊重自然、珍惜自然，更要感恩自然，
才不致辜负老天的造化多情。黄理事长常将台湾大山大水、美好人生向世人展现，此次以
「台湾高山之美」（水墨画）作品参展。黄旭清任新北市爱石协会第二、三届理事长、中华
书画艺术学会副理事长、新北粥会副理事长、WCECA世界文创产学经贸协会顾问、中国澹寕
书画协会理事、港澳台美术家协会副执行长、中华儿童书法教育推展协会常务监事、台北市
古今艺术交流协会顾问、淡水八里画派顾问、中华国际女书画家顾问…等职务。 

民进党 南投 县乡 镇市 长领 表登 记终 于「破
蛋」！南投县党部7日至11日，受理乡镇市长
与县议员选举领表及登记，县议员赖燕雪、陈
翰立此次转换跑道，今一同前往党部分别登记
参选南投市长、名间乡长，力拼胜选带动地方
发展。 

 
 赖燕雪指出，南投市、名间乡未来趋势为

区域共同治理，彼此都是生活圈，投入市长选
举，盼达成政党轮替，打造新愿景，也要带领
县议员、村里长候选人，一起打赢选战。 

 
 陈翰 立则 说， 此次 转换 跑道 参选 名间乡

长，希 望藉由3届县议 员的 历练， 为地 方服
务，并与党内前辈赖燕雪彼此拉抬，力拼胜
选，也期盼能协助县长选举，达到翻转南投政
治的目标。 



尿酸值偏高，或是痛风曾经发作的人，建议以下原则饮食控制饮食 
 
控制肉类摄取，少吃红肉（如牛、羊、猪）。 
急性痛风发作时，建议完全禁食普林含量相当高食物，避免吃内脏、小鱼干、浓肉汁。海鲜、
香菇等也要有节制。 
少吃脂肪，避免抑制尿酸代谢，尤其动物性脂肪、油炸类应避免。 
少喝火锅汤、肉汤。 
少喝酒，有些酒类本身含有很高浓度的普林，会影响尿酸代谢，危害肾脏健康 
尿酸高的人不用完全不吃豆腐、豆浆等豆类制品，只要注意不在急性发作期间吃，平常适量还
是可以 
多喝水，足够的水分帮助尿酸正常代谢。 
 
蔬菜煮成「哈佛式蔬菜汤」，痛风、脂肪肝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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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权佑 综合报道】草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克瑞先生表示：痛风之名，始于金元名医李东垣、朱丹溪，但中医之痛风是广义的历节病，
贯称白虎历节，形容病起犹如白虎撕咬般疼痛难忍，而西医学之痛风，则系指嘌呤代谢紊乱引起的高尿酸血症的『痛风性关节炎』及其继发
症，所以病名虽同，概念则异。从临床观察，有其特征，如多以中老年，形体丰腴，或有饮酒史，喜进膏粱肥甘之人为多；关节疼痛以夜半为
什，且有结节，或溃流脂液。从病因来看，受寒受湿虽是诱因之一，但不是主因，湿浊瘀滞内阻，才是其主要病机，且此湿浊之邪，不受之于
外，而生之于内。 

 
 因为患者多为形体丰腴之痰湿之体，并有嗜酒、喜啖之好，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升清降浊无权，因之痰湿滞阻于血脉之中，难以泄化，与

血相结而为浊瘀，滞留于经脉，则骨节肿痛，结节畸形，甚则溃破，渗溢脂膏。或郁闭化热，聚而成毒，损及脾肾，初则腰痛、尿血，久则壅
塞三焦，而呈『关格』危候，即『痛风性肾炎』而致肾功能衰竭之症。凡此悉皆浊瘀内阻使然，实非风邪作祟，故称之为『浊瘀痹』，似较契
合病机。 

 王克瑞先生进一步指出，由于痛风之发生，是浊瘀为患，故应坚守『泄化浊瘀』这一法则，审证加减，浊瘀即可逐渐泄化，而血尿酸亦将随
之下降，从而使分清泌浊之功能恢复，而趋健复。这也说明：痛风虽然也属于痹证范围，具有关节疼痛、肿胀等痹证的共同表现，但浊瘀滞留
经脉，乃其特点，若不注意及此，以通套治痹方药笼统施治，则难以见效。 

 
 辨证辨病与灵活用药，临床治疗痛风处方用药：土茯苓、萆解、薏苡仁、威灵仙、泽兰、泽泻、秦艽是泄浊解毒之良药，配以赤芍、地鳖

虫、桃仁、地龙等活血化瘀之，则可促进湿浊泄化，溶解瘀结，推陈致新，增强疗效，能明显改善症状，降低血尿酸浓度。 
 
 王克瑞先生提出一中药『益肾蠲痹丸』，由熟地黄、仙灵脾、鹿衔草、淡苁蓉、全当归、鸡血藤、蜂房、蕲蛇（缺时可用乌梢蛇代）、地鳖

虫、僵蚕、蜣螂虫、炮山甲、全蝎、蜈蚣、广地龙、甘草等组成，共研极细末，泛丸如绿豆大，每服6～8克，每日3次，餐后服用之。 
 
 顽痹病变在骨，骨又为肾所主，而督脉能督司一身之脉，故『益肾壮督』是治本之道，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调整骨质代谢，对根治本病

起着决定性作用。因其病邪深入经隧骨骱，必须选用具有较强的钻透搜剔之功的药物，始能奏效，所以在选用药品时，除植物药外，又宜侧重
于虫类药物，因为虫类药不仅具有搜剔之性，而且均含有动物异体蛋白，对机体的补益调整，有其特殊作用。特别是蛇类还能促进垂体前叶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合成与释放，使血中这种激素的浓度升高，从而达到抗炎、消肿、止痛的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