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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萎缩、帕金森是脑组织细胞受损、萎
缩、衰亡，脑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早期症
状为头晕健忘、流口水、行为异常、行动迟
缓、手足震颤；中晚期则痴呆、大小便失禁、
瘫痪，及早治疗尤为重要。

康脑丸是国家药监部门审批的国药
准字专业治疗药品。它精选广西高山五指
毛桃、牛大力、千斤拔、扶芳藤等多味名贵
壮药科学配伍，诸药合用，共同协作，补肾
益脾，健脑生髓。

康脑丸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原
文：“本发明药物具有补肾益脾，健脑生
髓功能，用于健忘头晕、倦怠食少、腰膝
酸软等症，即西医脑萎缩、老年痴呆、帕
金森等脑病。”

康脑丸为纯中药制剂，上市以来，已
成为治疗脑萎缩、老年痴呆病、帕金森的
理想药物。

咨询热线：400-700-8835
桂药广审(文)第2018110356号 专利号：ZL200510004868X

脑脑萎萎缩缩 帕帕金金森森应应及及早早治治疗疗
一种治疗药物发明专利公开

葛资讯

有些胃热津亏、阴虚郁热的人群 ,因熬
夜、烟酒过量、多食辛辣肥腻、工作压力大,有
时会出现：口臭、口苦口干、胃灼热痛、口腔溃
疡、肠燥便秘等症状 ,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上述症状可用养阴口香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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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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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口臭、咽干口苦、口舌生疮、齿龈肿
痛、肠燥便秘、胃灼热痛等症。一次30毫升,一

日两次。疗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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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臭口苦口干对因治疗要重视 治口臭口疮养阴口香合剂有信心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是病原真
菌引起的甲感染。患了灰指甲的患者在潮湿
的环境和季节，不注意个人卫生或人为的使
指甲表面组织不断受异物侵蚀破坏，指甲愈
加脆弱，更容易感染或复发。灰指甲变形、发
黑(黄)让人难堪，更需及时治疗，避免传染健
康指甲，或其它部位感染。灰指甲患者选药，
请认准国家批准的正规产品。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请用国药准字药
品——— 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国药准字
H52020539)，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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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于疖、蚊虫叮咬、
手足多汗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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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症：1、用于足癣、体癣、头癣、花斑
癣、手癣、甲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2、用
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

伊甲В复方聚维酮碘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灰甲不灰心，治疗有方法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购买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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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035号

网址：http : / /gzwst .com .cn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治肠炎止腹泻 拉肚子用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如果您的生活中出现了：饮食刺激、精神

紧张就腹痛难耐，反复腹泻，有时还伴有粘

液、脓血等症状，请别忽视！患上了急慢性肠

炎(小肠、结肠、直肠粘膜炎症)、功能性腹泻、

肠易激综合征等引起的腹泻应及早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

碱胶囊，质量标准起草单位，用于功能性腹

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

泻。拉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В 鞣酸苦参

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老年少儿均可使用。

长期腹泻患者应按疗程使用，巩固疗效。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和急慢性肠炎、

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购买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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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031号

乙 类
OTC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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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034号

网址:http://www.gzwst.org

甲 类
OTC

网址：http : / /www.gzwst.com 经销药店与下面伊甲相同

经销药店：济南：祥和堂药店(高新齐鲁软件园)、聚成阁连锁、平嘉连锁、好药师连锁、天马医保城连锁；济宁：广联连锁、明
珠连锁；烟台：燕喜堂连锁；威海：燕喜堂连锁、环翠楼大药房；潍坊：金通连锁、远东连锁 ;青岛 :医保城、国风、众生、成大方
圆、利群、丰硕堂、海王星辰、百姓阳光、北京同仁堂、一丰堂、春天大药房、鹤春堂等各大连锁药店均有售。

经销药店：济南：三九连锁、祥和堂药店、聚成阁、漱玉、平嘉、海洲、立健、好药师、天马医保城；济宁：广联、漱漱玉、明珠；烟
台：立健、燕喜堂；威海：燕喜堂、环翠楼大药房；淄博：仁和堂；潍坊：金通、远东；青岛：医保城、国风、众生、、成大方圆、利
群、丰硕堂、海王星辰、同方、紫光、百姓阳光、北京同仁堂、一丰堂、春天大药房、鹤春堂等各大连锁药店均有售。。

甲 类
OTC

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肠易激综合征，请用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本品可刷医保卡

喝酒上瘾难自控，
家庭、身心均受损

家住济南市平阴县安城
镇的一位患者，从25岁起就染
上了酗酒的恶习，几乎每天喝
一两斤白酒，有时甚至以酒代
餐。更令其家人苦恼的是，他
沾酒必醉，不醉不罢休。为了
让他不再继续喝酒伤害自己
的身体，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
来阻止，但奈何他总是藏酒、
偷酒。每次喝醉以后，他情绪
都会变得特别暴躁，经常脏话

连篇，让人不敢接近。
据患者说，他和许多的酒

精 依 赖 者 一 样 只 要 喝 上 了
酒，心理上就觉得特别满足，
紧张和疲劳感消失得无影无
踪。正是在这种放松又愉悦
的体验下，他越来越喜欢酒，
越喝越多，一旦不喝全身就
不舒服。

患者向医师诉说：“自己
不喝酒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
的自卑、焦虑和抑郁，浑身乏
力心慌、烦躁，只有喝上一口
酒，才能缓和过来。”他也知道
喝酒不好，想要改变，曾喝过

中药，也进过精神病院，最长
戒断一个月，但喝酒的欲望没
有丝毫的减少，无论做什么事
情都想着要喝酒，控制不住自
己的行为。

“酒瘾大”属精神
疾病，身心同戒是关键

济南远大脑康医院戒瘾
科主任郭树杰告诉记者，像患
者这种停止饮酒后就浑身不
舒服的感觉就是戒断反应，一
般来说，程度较轻的会感觉无
聊、空虚和烦躁，严重时则会

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出
汗、心悸等症状，还会出现睡
眠障碍，如噩梦、睡眠浅、入睡
困难等。到了这个时候，喝酒
就不单纯的为了快乐，而是为
了避免不喝酒时产生的痛苦。

郭树杰说，酒精依赖属于
成瘾性脑病，其发生机制在于
大脑。酒瘾大且戒不掉，主要
的原因是长期喝酒导致中枢
神经系统发生了适应性变化，
从而诱发惯性行为，反复发
生。

郭树杰特别指出，对于嗜
酒如命的“酒鬼”来说，突然

完全戒酒是很危险的事情，容
易诱发中毒状态和精神错乱，
而且也难以长期坚持下去，一
旦忍不住就会偷酒喝。他们反
复戒酒都难以坚持“滴酒不
沾”，严重的挫败感容易让其
故态复萌。郭主任建议，戒酒
最好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可
结合药物和心理治疗去除酒
瘾。

笔者了解到，济南远大戒
酒瘾中心，系山东省酒精依赖
防治公益平台指定机构，多年
来对患者施行身、心瘾同步戒
断治疗。

颤颤抖抖眩眩晕晕！！男男子子自自行行戒戒酒酒突突发发病病
专家：酒瘾者切勿自行戒酒，易诱发中毒状态或精神错乱

20年酒龄，一天两斤白酒，45岁的患者在村里“酒”负盛名。未曾想，在家人的劝说下他突然减少饮酒量后，
竟出现颤抖流汗、眩晕、幻听幻视等症状。近日，被送到济南远大脑康医院接受治疗，专家介绍，这种停止饮酒
后就浑身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戒断反应，严重可危及生命。

按照国家、省、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的部署安排，济南
市济阳区仁风镇聚焦村庄环境卫生难
题，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会议部署，以“清洁村庄助力乡村振
兴”为主题，着力解决村庄环境脏乱差
问题。

为扎实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仁风镇成立了由镇主要领导任组长的
领导小组，将镇区划分为10个网格，实
行网格化管理，每个网格都有一名领
导班子成员负责到底；各村区域又由
村两委干部分片负责，形成立体式、无
缝隙管理格局。

同时，仁风镇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了环境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和考核办
法，并纳入村级绩效考核。为确保实
效，镇上定期召开调度会，通报前期考
核出现的问题，并针对问题制定切实
可行的具体整改措施。

为确保垃圾清理及时，该镇在上
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为各村配
备了垃圾桶，建设垃圾转运站，并按区
域配备了垃圾清运车，以保证生活垃
圾日产日清。此外，仁风镇还对镇驻地
商业街绿化带进行了重新规划种植，
对沿街商铺广告牌匾进行规范整治，
清理各类乱贴乱画小广告等，有效提
升了镇驻地的颜值。

除日常整治工作外，仁风镇每年
在春节前后、麦收、秋收等关键节点还
会开展四次集中清理整治行动。期间
镇上将发动党员干部和群众，净化村

庄环境，改善村容村貌，确保群众有一
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

仁风镇是农业种植大镇，也是西
瓜之乡，提高百姓收入的同时，也出现
了柴草、瓜秧等农业垃圾无法处理的
难题。针对此现象，仁风镇环卫部门积
极探索解决办法，把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与党建闲散地回收相结合，由各村
委会统一规划拿出3至5亩闲散地作为
柴草堆放处，既将闲散地回收利用，也
解决了柴草无处存放的难题。

至于瓜秧一类农业垃圾的处理，
仁风镇经过外出考察调研，最终与济
南玉泉生物发电有限公司达成共识，
由该镇负责瓜秧等农业垃圾的前期分
离处置，然后由济南玉泉生物发电有
限公司回收并进行无害化处理，达到
变废为宝的处理模式。

自2012年开展城乡环卫一体化以
来，仁风镇坚持从转变人民群众的不
良生活习惯着手，积极加强宣传引导，
通过广播、宣传单、标语等方式进行广
泛宣传，营造人人讲卫生、护环境的舆
论氛围。同时要求保洁员在干好卫生工
作的同时，做好监督和引导工作，对乱
扔、乱倒、乱贴广告的行为及时劝导并
制止，引导群众爱护和保持环境卫生。

仁风镇通过以上途径使良好的卫
生环境得到持续保持，文明村规民约
普遍形成，长效清洁机制健全巩固，村
民清洁卫生文明意识普遍提高，为加
快建设与中心城区高度融合的济南北
部新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王倩)

整治环境卫生，扮靓美丽乡村

济济南南市市济济阳阳区区仁仁风风镇镇
开开展展城城乡乡环环境境综综合合治治理理

7月30日，为积极响应省献血办公室无偿献血活动倡议，缓
解夏季临床用血压力，永锋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公司干部职工参
加无偿献血活动。他们中有人放弃休班来参加献血，也有人刚
下夜班顾不上休息就匆匆赶来献血。本次活动共有197人参与
无偿献血，共献血73800毫升。 (通讯员 韩京华)

“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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