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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水源立即上前拦截，但男子掏
出一把刀朝他挥舞，当即被刺中两
刀。男子随后狂奔出去，李水源在后
面边追边喊，在狂追 100多米后，李水
源摁住了负隅顽抗的男子，赶到的张
彬和李水源的儿子李波一起冲上前
来，将男子当场擒获。这时，李水源全
身衣服已被血浸透，倒在了血泊中。

“到医院时，我父亲身上的衣服
已被血粘在了身上，脱都脱不下来，
医生用剪刀剪开后才能进行抢救。”
李波说，“抢救了近 4 个小时，才做完
手术。左胸有个口子，五六厘米长。”
7 月 20 日，记者从仁寿县人民医院了
解到，李水源送到医院时，因流血过
多，情况比较危险，其身上一处刀伤

伤及肺部，经过抢救，目前已无生命
危险。

“李水源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
老母亲 78岁了，脑梗塞住院已经 10多
天了。”国和村村支书吴镇良说。同
时李波也表示，尽管村镇上已经送来
近万元的捐款，但医疗费还欠好几
千，医院已经催过两次了。 据新华网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
孙利君一直没有把自己要捐
肾的决定告诉丈夫，她一边陪
着丈夫做透析，一边和华西医
院联系手术事宜。

2015 年 7 月 9 日，肾移植
手术的批复下来。得知要做
移植手术，李大生坚决不同
意。孙利君和家人好说歹说，
也说不服他去医院。夫妻两
人还因此大吵了一架。

“如果不尽快做手术，可
能会耽误病情。”孙利君非常
着急，说服丈夫做手术的决心
也愈发坚定——终于将丈夫

“骗”到医院。

在医院里，孙利君瞒着李
大生交了 7万多元预支手术费
用。可就在手术前，李大生却
找到护士长要求医院退钱。

“手术不能做，我倒了这个家
还有你，肾给了我，你身体垮
了，这个家就垮了！”好在医生
的劝说下，李大生才躺上了手
术台。

手术顺利完成，但巨额的
花费却是夫妻二人不得不面
对的沉重负担。孙利君说，两
人在成都打工多年，老家很少
回去，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也在
两年前就没有续交了。

据新华网

芦荟的美白效果一直受到很多
MM的青睐，因此自制芦荟面膜也就
受到很大的欢迎。原料包括：洗净去
刺的芦荟 50 克，洗净的黄瓜 1 条、鸡
蛋 1只、面粉或燕麦粉(后者比前者的
营养成分高)、砂糖或蜂蜜。

芦荟面膜制作步骤如下：
1、将芦荟叶片、黄瓜分别捣碎或

用搅拌机搅碎，分别用纱布取汁备用;
2、将 1 只鸡蛋打入碗内，放 1 小

匙芦荟汁，3小匙黄瓜汁，2小匙白砂糖
或蜂蜜，充分搅拌均匀，最后加入5小匙
面粉或燕麦粉，搅拌成糊状。使用时，
将面膜均匀地涂于面部，放松面部肌
肉，待30~50分钟后，用温水洗净即可。

3、直接以新鲜芦荟叶涂抹于面

部。在芦荟植株下部剪取一小块芦
荟叶片洗净，将表皮撕去，轻轻地将
芦荟液汁均匀涂于面部。随用随取。

4、也可以把 鲜 芦 荟 汁 加 水 稀
释，每天用来擦拭面部皮肤，能够拉
紧面部略为松弛的皮肤，收缩毛孔，
并给皮肤以营养，保持面部皮肤滋
润、白嫩。注意采叶时从植株下部
开始，成熟的叶片顺株剥下，不要伤
害植株。

据新华网

挽救晚期挽救晚期尿毒症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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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医生为两人实施了手术。术后李大生被安排在特
别监护的病房，他住 58号床。妻子住在另一个病房 13号床。

7月 20日上午，孙利君双手捂住伤口，从 13号病床来到 58号
病床前，看了一眼丈夫李大生：“好些了吗？还痛不……”

5天前，他们同时被推进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手术室，她把
自己的肾，捐给了患尿毒症晚期的丈夫。

一次换肾手术 一生患难夫妻

帮邻居抓贼被刺两刀
男子血浸衣服狂追百米

7月 14日早上 5点过，仁寿县珠嘉镇国和村 10组村民、47岁的李水源发现邻居家有陌生男子
入室盗窃。打斗中，被陌生男子刺中两刀，血流不止的李水源顾不得疼痛，追出 100多米，和其他人
协力将其抓获。据仁寿县大化镇派出所介绍，犯罪嫌疑人曾某某因涉嫌抢劫已被依法刑拘。

7 月 20 日上午，在仁寿县人民医
院胸外科病房里，躺在病床上的李
水源左臂和左腹部都缠着纱布，手
指甲里仍留有血渍。据李水源介
绍，当天早上，他准备起来捡斗鸡
菇，路过邻居张伟家门口时，听见屋
里有人的脚步声。“这段时间，张伟

家都没有人回来过。”李水源推测，
“肯定是小偷知道他家里没有人，正
在实施盗窃。”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李水源找到张伟的哥哥张彬，一起
到楼上去看看。

“我进去的时候，大门的锁已经
被撬开了，屋里被翻得乱糟糟的。”张

彬回忆说，“在一楼，一台全自动洗衣
机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已经被打包好
了；在二楼的卧室里，一个男子正在
翻东西。”

张彬大喊一声，“胆子太大了，
站到起！抓贼啊！”男子仓惶从窗户
逃跑。

早起捡蘑菇 发现邻居家有陌生男

被刺两刀追出百米 鲜血浸透衣服

孙利君的身体出现了一
些不良反应，开始持续发烧，
脸上还浮肿起来。为了不让
丈夫担心，她委托家人告诉丈

夫，说自己身体恢复得很好，过几天就下床去
看望他。“丈夫正在术后恢复，我不想他看见
我身体不好心里难过。”孙利君说，那样丈夫
会很自责。

然而放心不下丈夫术后身体恢复情况，
手术后第二天，孙利君就忍着疼痛，一个人静
静地趴在丈夫病房的门上，隔着玻璃偷偷看
一眼躺在床上的丈夫。孙利君家属告诉记者，
她一天要来回看上好几次，劝都劝不住，每次都
说看一眼，然后趴在门上就不愿离开。

从 18 日开始，两人身体恢复得还不错，
孙利君才“光明正大”地“串门”看望丈夫。

弟弟李小兵说，两人醒
来后问得最多的就是相互
的情况：“今天他（她）怎么
样了？伤口还痛不痛？”

李小兵说，哥哥醒后第一句话问的是：“你
嫂子人在哪儿？她怎么样了？”

7 月 20 日，躺在病床上，看着消瘦的妻
子，李大生几次忍不住落泪。“生了孩子之后，
她的身体本来就很差，还经常感冒、头疼。她
把肾给我了，要把她身体拖垮呀！”而一旁的
妻子一边帮丈夫拭擦眼角的泪水，一边安慰
他：“只要你没事就好！”爱，在“肾”情纠结的
背后丈夫几度泪下“手术不能做，我倒了这
个家还有你，肾给了我，你身体垮了，这个家
就垮了！”妻子微言相慰“只要你没事就好！”

为了劝服丈夫做肾移植手术，她一边陪
着丈夫在医院做透析，一边偷偷地与医生落
实手术事宜。而丈夫直到手术签字前，还要
求医院把预支的手术费用退了，“肾给我了，
你的身体就垮了！”

34 岁的李大生是内江市
资中县人，妻子孙利君今年 36
岁，两人在成都荷花池市场打
工，工资加起来不到 6000 元。
他们的儿子今年 12岁，马上就
要上初一了。虽然条件不算
优越，但也不失为一个幸福的
三口之家。

2014年 12月，经常出现类
似“感冒”症状的李大生，在成都
军区总医院确诊为尿毒症晚期。

医生说，李大生的双肾已
经坏死，如果不能及时地换
肾，容易引发并发症死亡。在
医院做透析期间，家人主动到

医院去检查配对。李大生的
父母年事已高，而且患有高血
压，首先被排除。他的兄弟条
件不允许，也被排除。孙利君
是O型血，丈夫B型，她从病友
那里得知，“O型是万能血”，可
以试一试。她把捐肾的想法
告诉丈夫，遭到反对。“孩子还
小，万一两个人都出事了，剩
下孩子怎么办？”

孙利君虽然口头上答应
丈夫再想其它办法，却还是偷
偷地到医院做了配型检查。
很快结果出来，肾源条件符合
要求，可以做肾移植。

一问 “骗”进医院 术前还要退手术费

尿毒症晚期 丈夫不同意妻子捐肾

肌肤黯淡无光泽
自制面膜

美白是MM们一项长期的任

务，是四季都不能松懈的工作。充

足的睡眠和水分是让肌肤美白的

基本,可是,单靠这个也是不够的，

还需要其他一些方法来辅助,很多

MM会选择使用美白精华等美白

产品来让肌肤不再暗沉,除此之

外，一些美白食物和自制面膜也可

以达到快速美白的效果哦。下面，

小编就和注重肌肤保养，想要美白

肌肤的美眉们来分享一下各种快

速美白方法吧。

使用美白精华
注意早晚有区别

一般来说，白天使用保湿精华，夜
晚使用紧致精华，这样配合着使用，效
果是比较好的。如果有其他肌肤诉
求，可以白天使用保湿精华，夜间则根
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美白、抗老、紧致、
修复等功效的产品，两支精华分开使
用，效果反而更加显著。

美白眼霜
正确使用很重要

黑眼圈、眼袋、眼皮暗淡等问题，
总是让美白效果大打折扣，这时候，美
白眼霜就是个很好的选择了。使用眼
霜正确的方法是顺内眼角、上眼皮、眼
尾、下眼皮做环形轻轻按摩，让肌肤完
全吸收。每次眼霜的用量都不宜太
多，眼部皮肤极薄，用得太多不但不能
吸收，反而会给眼部肌肤造成负担加
速衰老。正确的用量应是每次用两粒
绿豆般大小的眼霜即可。同时注意手
的卫生，避免造成眼霜二次污染，尤其
是指甲缝要干净。

MM身高不一样
选对凉鞋秀出美长腿选对凉鞋秀出美长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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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芦荟面膜 也可快速美白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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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多长都不算长，算得上是每个女孩的心声，而选对一款鞋，真的能从视觉上拉长你的腿，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以下几款凉鞋，让MM们不用美图秀秀也能实现长腿蜕变的愿望。

150－160cm

这种高度的女性都少不了一双
高跟鞋，拉高身材比例是关键，所以
选择包脚踝的款式自然是错不了
的。而且今年夏天又流行绑带，所以
绑带高跟鞋是一定要入的款式。

当然，每个人也不是每天都需要
高跟鞋的。一双简单舒适的平底鞋
是必备，可以选择经典的罗马鞋，也
可惜选择鱼嘴浅口鞋。这双罗马鞋
既驾驭的了休闲风格，穿裙子也非常
合适。

鱼嘴鞋是每个女人都特别钟爱
的，一个原因是它所拥有的性感，再
就是鱼嘴鞋和穆乐鞋的融合，让这双
凉鞋既不失性感，又拥有了显高的特
点。

160－170cm

这种高度是中国女人的普遍高
度，所以大家对高跟鞋的高度要求也
不是很统一，有的人觉得平底鞋就足
够，但又有人认为还是高跟鞋比较正
式一点，当然，高跟鞋中的粗跟鞋还
是大多数人喜爱的，加上鱼嘴的元素
就更受欢迎了。

平底凉鞋的选择非常随意，大可
以按照今年的热点来买。比如绑带，
搭配长裙就会有很好的度假风格，而
穿休闲装也不会很奇怪。

至于参加party，一双恨天高还是
必须要有的，这种鞋跟是中间细两头
粗的高跟鞋非常稳定，就算身高到了
180cm还是能完美的走路。

170－180cm

这种身高已经算是高个子了。
当然也避免不了有正式场合会穿高
跟鞋，适中的高度，细跟是重点，既应
付得了正装，也可以完美的走路。

而平底鞋选择基本款的一字凉
鞋就可以，相信这个高度的人驾驭一
般的长裙是没有问题的了。

关于休闲高跟鞋的选择，相信每
个人都不可能买一双不适用不好穿
的鞋子，所以舒适度是关键，一双小
高跟的激光切割凉鞋能完美解决这
个问题。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