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风采B4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局前街185号 电话：0519-68870000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城中院区 地址：兴隆巷29号 电话：0519-88104931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地址：滆湖中路68号 电话：0519-81099988

常州市中医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25号 电话：0519-88124955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兰陵北路300号 电话：0519—82009999

常州市肿瘤医院 地址：怀德北路1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新北院区 地址：红河路68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博爱路16号 电话：0519-88108181

常州市儿童医院 地址：延陵中路468号 电话：0519-69808000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地址：延陵东路288号 电话：0519-69800506

解放军第102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电话：0519-83064102

常州市德安医院 地址：丽华北路157号 电话：0519-68016199

武进人民医院 本部：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南院：武进区滆湖东路85号 电话：13915837120
高新区院区：武进区武宜南路509号 电话：13861188120

武进中医医院 地址：湖塘人民西路6号 电话：0519-86582737

常州市疾控中心 地址：泰山路203号 电话：12320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地址：健身路28号 电话：0519-86608357

常州北极星口腔连锁 钟楼院区、武进院区、新北院区 电话：0519-81899999

常州市口腔医院（市中医医院钟楼院区） 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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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吃饭，每天都产生粪便，便秘不
像其他毛病一样，不能靠吃药来治疗。
是药三分毒，长期吃药对身体一定有损
伤。但便秘烦人，医学证明：中老年人由
于肠道衰老而引发的便秘，这种便秘会
随着年纪增加而加剧，无法根除。

相传清朝有一个宫廷秘方：用发
酵绿心黑豆粉、山楂、马齿苋、芹菜叶
等果蔬和粗粮按一定的配比熬制成
粥，老便秘晚上吃下去，第二天早上爽
快通便，每天晚上坚持服用，一个月后
便秘全除。“证尝通”——黑豆山楂压
片根据古方，由十多名医学专家，潜心
研究数十年精制而成。“证尝通”原料
为果蔬和粗粮，一粒证尝通相当于二
公斤蔬菜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每天晚

饭后加几粒，第二天排便过程远比药
物排便过程舒服，不腹痛，不拉稀。对
于老年无法根除的便秘，“证尝通”能
长期服用，无任何副作用，并且，服用
量越来越少，最终停服。“证尝通”三大
特点：一、让便秘逐步减轻，逐步消
失。第二、便秘越严重，效果越好。第
三、老年便秘长期服用价格不贵。

现在，常州地区龙御膳食专营店
（市区路桥市场B座605A室）；江南大
药房；明仁堂大药房；湖塘南方大药
房；金坛传承大药房；溧阳和济药房有
售。咨询电话：0519-83991315（市
区免费送货）。

温馨提示：4盒一周期，现全国正
举行买3送1的优惠活动

吃果蔬 除便秘 恢复自主排便

有 要说画画

正和堂—非手术治疗骨病
腰椎间盘突出不用愁、上海骨伤

科专家温德教授来常亲诊
温氏三联法，不手术解决大痛苦
正和堂中医馆特邀上海市名老中医

会诊中心主任医师，国际注册中医教授，
英国中医药学会会员，上海非物质文化
遗产施氏骨伤科传人——温德来常亲
诊。据了解“上海骨伤八大家”的“施氏
骨伤科”已传承180余年，历经8代。早
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从事中医临床
医学研究40多年的温德教授不但继承
施氏骨伤科的全部精髓，还独创多种特
色疗法，使无数骨病患者得到康复。

其实，多数骨病不需要开刀都能
通过非手术治疗得以康复。例如：颈
椎病、肩周炎、腱鞘炎、滑囊炎、腰椎间

盘突出症、腰肌劳损、股骨头坏死、坐
骨神经痛、骨质增生、膝关节痛、积液、
半月板损伤、滑膜炎、足跟痛、痛风性
关节肿大、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足拇
外翻、陈旧性老伤等疑难杂症。因省
钱，无痛苦，见效快，逐渐成为骨伤患
者的首选。温教授独创针刀、药方、手
法融为一体的温氏三联法，随治随走，
无痛苦，无需住院。用康复，省钱，赢
得了众多患者的好评！

温主任友情提醒：腰椎间盘突
出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康复后会
更好！

地址：天宁区光华路423号广化
幼儿园对面

咨询电话：0519-83151999

俗话说：老
人便秘，猝死癌
变，最危险；女
人便秘，容貌变
丑，老得快……

北京健都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润通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
准功能为“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
便 ” ， 特 授 予 国 家 专 利
（zl200510109555.0），主要由玉米蜂花
粉所组成，以活性蜂酵素为主要成份，
被誉为健康长寿的“金元素”。

健都牌润通胶囊精选天然植物精
华，不含西药、泻药（大黄、番泻叶）及
化学激素等成分。

适用于各种便秘人群。
大品牌、好品质，见报三日内特惠：
买1大盒送2小盒
买2大盒送1大盒
买3大盒送2大盒
买5大盒送5大盒
望新老客户请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咨询热线：
0519-88107919
400-882-8975
（免费送货邮

寄，货到付款）
授权经销：明

仁堂大药房

“老便秘”人群的福音

便秘生百病，润通一身轻

癌症涉及病种很多，各种癌症
的恶性程度不一样，可以说，好治疗
的癌症和复杂难以治疗的癌症相差
不止十万八千里，因此一些容易治
疗的癌症没有必要去国外就医，自
找麻烦。

比如甲状腺癌早期，治疗方案没
有什么特别的复杂之处，国内三甲医
院都能很好治疗；

再比如《我不是药神》提到的慢
性粒细胞血液病，早期患者治疗方
案非常明确:吃格列卫，或仿制的格
列卫，有钱可以买进口原研药，大可
不必跑去国外。因为从诊断，到吃
药过程中的化验检查，基因监测，国
内大的三甲医院完全可以非常顺利
完成，绝对不比国外逊色！

对于一些难度较大的癌症，举例
来说，肺癌晚期，或一些难治性淋巴

瘤，由于国外如美国的免疫疗法相对
国内先进，可以考虑国外治疗，为
何？因为一些刚刚研发的免疫治疗
药物根本没有仿制药，这个时候，印
度还没来得及仿制，只能去国外搏一
把，求得治疗最佳效果了。

在医学院校读内科学时，听闻
霍奇金淋巴瘤，那是闻之色变，觉
得治疗难度非常大，但这个肿瘤在
美国整体 5 年存活率是 86%。20
岁以上年轻患者，更是高达 97%！
很多人都可以被化疗、放疗，骨髓
移植等方法治愈。而最新免疫疗
法的加入，更是锦上添花。但是需
要用到PD1免疫药物，此药刚美国
上市时，如果国内病人想用，只能
去美国就医了，这当然需要非常大
的经济代价。

据搜狐

我们常赞美母亲，歌颂她们
用甘甜的乳汁哺育我们成长。
而据英国《每日邮报》7月4日报
道，近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斯
特金湾市，一位新晋父亲却“越
俎代庖”，成为了第一个喂养女
儿的人。

就在马克萨利（Maxamillian）
和安普丽尔·纽博尔(April Neu-
bauer)即将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
子罗莎利亚(Rosalía Lupita Val-
entina Neubauer)之时，安普丽尔
这位准妈妈在6月26日被诊断患
有先兆子痫和高血压，好在罗莎
利亚通过紧急剖腹产被顺利产
出。安普利尔第二次在ICU病房
中被抢救过来时，仍然昏迷。多
尔 县 中 心 医 院 (Door County
Medical Center) 的 护 士 西 比 尔
(Cybil Martin-Dennehy)问这位
新晋爸爸是否愿意采用由她设计
的医用设备给女儿喂奶，马克萨
利欣然接受。

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他说：“护士说我们需要
先给她一些婴儿食品并用手指喂
养，用这种方式使她为喝奶做好
准备。护士问我是否愿意装上一
对假乳房代替我的妻子给女儿喂
奶，变成‘公鸡’中的‘战斗鸡’，我
愿 意 一 试 。”西 比 尔 在 接 受
WBAY-TV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她没有想到这位准爸爸愿意这样
做，在此之前没有哪位父亲愿意

采用这样另类的方式。“我尝试过
很多次，通常我会得到一些难以
置信的表情。有时我也会怀疑自
己为什么要问这样疯狂的问题。
但是马克萨利不一样，他坚定地
说‘见鬼，来吧!’”

护士为这位新爸爸装上了一
对塑料乳房罩，并安装了一根导
管，用注射器向导管中注入婴儿
食品。这位爸爸成为了第一位给
女儿这样喂奶的人。罗莎利亚的
头靠在爸爸纹着“Mom”(妈妈)纹
身的右胸口下方，这温馨一刻被
拍了下来。随后，这位骄傲的父
亲把这张照片发布在了社交网站
脸书上，并解释因为妻子的并发
症不能用母乳喂养女儿。他写
道：“感谢这位神奇的护士提供了
神奇的方法，使我有幸拥有一对
假乳房，成为第一个喂养我女儿
的人!代替她妈妈做了这件事。”这
条博客被分享超过3万次，很多人
为这位准爸爸点赞。

罗莎利亚也被认为是一个神
奇的孩子，开始这对夫妻不认为
他们有生育能力，安普丽亚因患
有卵巢综合症(PCOSI)，一直认为
自己不孕，直到一次罕见的月经
来临。

在接受WBAY-TV电视台
采访时，马克萨利表示，尽管自己
不打算继续用这套装置哺乳女
儿，但是他为这个另类的哺乳方
式起了个名字。他把“男人”和

“胸部”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形
成 了 一 个 新 词“ 雄 部 喂 养 ”
(Moob)。

据网易

美国一新晋爸爸美国一新晋爸爸
穿塑料乳房罩给孩子喂奶穿塑料乳房罩给孩子喂奶

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走路步
态，但你知道吗，这其中可能蕴藏着一
些有关健康的秘密。美国“关怀”网站
刊登美国整形外科协会专家的研究，
总结了8种走路步态，可为您提供一
些健康预警信号。

线索一：走路速度很慢
预警：寿命短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研究者综合9
项研究做出总结：走路速度的快慢可

以很好地预测寿命长短，在75岁以上
人群中相对更准确。普通人的走路速
度是每秒钟0.9米，那些走路速度低于
每秒钟0.6米的人死亡的可能性会增
加，而那些走路速度超过每秒钟1米
的人寿命较长。

线索二：走路时手臂不摇
预警：后背下方存在问题

生理学家认为，走路左腿向前迈
时，脊柱会向右旋转，右臂也会随之摆
动。如果有人在行走时手臂不怎么摇
摆，可能意味着他后背的移动性受到
了限制，易引起后背疼痛和受伤。

线索三：脚掌先拍打地面
预警：椎间盘突出或中风

美国足病协会前主席认为，健康
人迈步时，首先是脚后跟接触地面，如
果有人走路时是脚掌先拍打地面，多
由于其肌肉控制力量较弱，这意味着，
可能是中风发作或椎间盘突出，压迫
神经引起了肌肉神经功能受损。

线索四：步幅小
预警：膝盖骨骼退化

脚后跟接触地面的一刹那，膝盖
应该保持笔直。如果不是这样，则意
味着可能是膝盖骨的移动能力或臀部
的伸展能力受限，这种功能退化可通
过按摩推拿来解决。

线索五：罗圈腿
预警：骨关节炎

整形外科专家认为这种步态通
常是由于膝关节炎造成的，人群中有
高达85%的人或多或少患有这种骨
科疾病，通常是由于年龄增长造成骨
骼损耗引起的，如果严重，可通过支
架纠正。

线索六：内八字
预警：风湿性关节炎

这种炎症会造成内八字的步态，
有85%的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会表现出
这种特征。它在医学上被称为膝外翻

或者外翻足，表现为小腿无法伸直，向
外侧弯曲。这种步态非常与众不同，
看上去笨拙，双膝并拢在一起，而踝关
节外翻。

线索七：踮着脚尖走路
预警：大脑可能有损伤

双脚踮着脚尖走路，与肌肉紧
张有关，而当脊柱或大脑受到损伤
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要注意的
是，刚学走路的小孩多会暂时出现
这种步态，不需要担心，如果一直
如此，可带孩子到儿科就诊，进行
排查。

线索八：跳跃着走路
预警：小腿肌肉绷太紧

这种步态更常见于女性，足科医
生认为，这是因为她们长期穿高跟鞋
造成小腿肌肉过于紧绷，脚后跟一着
地面就会迅速抬起，建议还是少穿高
跟鞋为妙。

据新浪

走路姿势能看出身体毛病

国外治疗癌症真比国内水平高？

国内有些肿瘤已有成熟治疗方案

最近，一款名为椰子灰冰激凌风
靡各地。看上去黑黑的冰激凌，吃了
以后嘴唇、牙齿都像是变色一般，依靠
其独特的口感和色彩，风靡网络。

这种黑色的美食，在外国一样流
行，就是因为太火爆了，引发出不少问
题。英国《每日邮报》7月4日报道，由
于活性成分会引起便秘、降低药效，纽
约市已禁止售卖近来风靡全球的炭黑
色冰淇淋和拿铁。

据法制晚报报道，椰子灰冰淇淋
制造商表示使用的原料之一是植物炭
黑，食品本身是相关部门质检合格的
产品。至于为什么在制造商公开宣传
中提到活性炭，对方表示，“我也不太
清楚，但据我了解，是没有加入植物活
性炭的”。植物炭黑是一种可以食用
的黑色素，就是为了上色用的，并没有
活性炭的功效，只要最大使用量不超
过5g就是安全的。

在炭黑冰激凌之前，竹炭花生已

经风靡很多年，这种花生外层裹着乌
黑的脆皮，号称里面的竹炭粉可以吸
附身体内毒素、清洁肠道。但是，恐怕
很多人都不知道，根据我国标准，竹炭
则根本不属于食品添加剂。

至今并没有关于竹炭的药用报
告。但是在常用药品中，有一种西药
叫做药用活性炭，应用于临床的主要
依据是活性炭有极强的吸附性，用于
治疗食入性中毒、急性腹泻等，可将消
化道中的毒素吸附，并可助固化粪
便。常见的副作用是便秘，对肠胃蠕
动没有帮助，更谈不上助消化、治疗便
秘等作用。因其不会被人体吸收、也
不会进入血液。

药用活性炭是不能被人体吸收
的，会随粪便排泄，导致大便呈黑色。
照此类推，消费者所称的深黑色大便
也并不是排出人体毒素，而是未消化
的竹炭。

据人民网

网红“黑色冰激凌”国外禁售！
“椰子灰”还能吃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