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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十鸣久聋，久聋必
痴，专家发现，听神经受损是导
致耳聋耳鸣的根本原因。治疗
耳鸣耳聋关键是要修复受损的
耳神经，恢复脏腑功能。

国药“耳聋通窍丸”独含
“耳神经促生因子”可修复受
损的耳神经，同时内含21味
珍稀药材，通过强肾舒肝全面
调理联通着这些内脏的耳脉，
专门针对突发性、神经性、老

年性耳聋耳鸣患者。对于久
治不愈的耳聋耳鸣患者，不管
病情有多长、多严重，只要还
能听到一丝声音，坚持服用
3~5疗程，就有康复的希望。

拯救听力活动进行中：
买3送1，买8送4
健康热线：
0519-86650581
指定经销：百年江南药店

（江南商场内）免费送货

咳！痰！喘！白天咳，晚
上咳，有痰咳不出，呼吸困难，
胸闷气短……老肺病年年治、
年年犯，反反复复，什么时候
才是头？

藏药今玺丹是根据藏医
药学原理，选用生长在世界屋
脊的纯天然珍稀藏药材，经传
统藏药加工工艺结合现代科
学方法精制而成，本品因效果
显著，无毒副作用而广受患者
的好评。

藏药今玺丹用于急慢性
肺炎、气管炎、支气管扩张、
间质性肺炎、哮喘、老慢支、
尘肺矽肺、肺气肿、肺心病等
各种新旧肺病，药到病除，疗
效非凡。

救助活动：买2盒送1盒，
买5盒送4盒。

健康热线：
0519-86650581
指定经销：百年江南药店

（江南商场内）免费送货

耳鸣停了，耳聋好了

藏药今玺丹，专治老肺病

在吉林通化聚安堂中医院，每
天求医购药者无数。王大夫自
1983年开始研究骨病、心脏病、胃
病（胃病另有食疗奇方可先试后
买）,成为民间名医。他接诊的腰
突患者中,无需打针、吃药等浪费
金钱之举,只需用他研发的大药袋
1个月左右即可慢跑、爬山、开车，
和正常人一样自由。因该方只需
睡觉时外敷而被称为睡觉疗法。

民间奇方治腰突，轻松一敷
胜手术

据了解,王立财医生利用水
蛭、土虫等血肉之品下重药,治疗
腰突几乎百发百中。王大夫据此
研发腰突中药外敷专利康复技术
因配方奇、药效强,患者无需打针
吃药,只需每天睡觉时外敷12小
时即可快速溶解突出的髓核,修
复受损的纤维环,从而拔除病
灶。王立财也因研发治疗腰椎病
外敷药袋和心脏病及胃病食疗偏
方 ，而 获 得 国 家 专 利
2008103020868（可上网查）,并
被誉为中医奇人、列入世界人物

辞海。

睡前外敷专利药，一觉醒来
病全无

患者王先生说:“我患腰4-5
椎间盘突出、颈椎增生,头晕手
麻,腰腿剧痛。贴了这么多膏药,
都没治好病,我用王立财专利大
药袋贴敷当天就减轻了很多,对
我这样一个长期卧床的人来说,
做梦也没想到到聚安堂腰突康复

中心康复理疗一个月后，能走五
六里路了,三个月后活动自如，至
今未犯。”

老腰突久治不愈，快找中医奇人王立财
老中医非手术康复老腰突获国家专利并称民间一绝

治颈腰椎病我说到做到
本人王立财,世居吉林通

化,独创化瘀溶栓之法,研发出
百脉瘀痛贴外敷大药包,每包
可连用 3 天,一天比一天效果
好。凡腰突、颈椎病头晕呕吐
者及腰腿疼痛不能正常行走者
及医生建议手术者,使用此方
更显物超所值。轻度患者2—3
疗程、中重度3—5疗程即可康
复,建议患者按疗程使用一次

治好。现该方已在常州上市一
周 年 ，患 者 可 拨 打 电 话
88997355咨询。您越了解颈腰
椎病您会越信赖王立财。本方
治颈腰椎病并非缓解一时之症
状,患者可在康复后拍CT片对
照,更能说明问题。敬请康复
者代我宣传,谢谢!

地址：兰陵桥北50米（兰
园对面）世纪明珠园3号的聚
安堂腰突康复中心。

相关链接

痛风是由于嘌呤代谢发
生紊乱，体内尿酸含量过高，
导致尿酸结晶在关节肾脏沉
淀形成痛风石、结节、痛风性
关节炎等，引起关节红肿、疼
痛、屈伸不利甚至畸形，久而
不治，则致痛风性肾炎、肾结
石、尿毒症等严重后果。

痛风舒纯中药制剂，能
快速降酸排酸，保护肾脏，促

使原来耳朵、手脚上，关节内
的痛风石溶解并消失，消除
关节红肿、热、疼痛症状，铲
除痛风根源，让嘌呤代谢恢
复正常。

活动：买3送1，买5送2
电话：89996106
可免费送货或邮寄
地址：江南药店（怀德桥

北江南商场内）

痛风舒，专治痛风

麻木患者第一感觉是手
脚麻木、脸麻、舌头麻；游走性
麻木等；并且引起肢体酸胀、
沉、痛、有针刺感；肌肉痉挛，手
脚发冷等。医学上有句话：“久
麻必瘫”，这就是经络受阻的信
号。

国药麻一方，组方神奇，乳
香入药，百草浓缩一丸药。药
力大，药劲足，轻松解决神经和

血管被压迫而导致的神经破损
问题。激活神经末梢，消除颈
腰椎、血管、糖尿病、中枢神经
紊乱引起的四类麻木病。

常州站救助限时活动：买
2盒救助1盒；买5盒救助3盒

健康热线：
0519—89996106
指定经销：百年江南药店

（江南商场内）可免费送货

警惕：肢体麻木极易导致瘫痪

灵芝在传统中医领域的应
用已有千年，具有极佳的扶正固
本、免疫强化作用。而作为灵芝
的种子——灵芝孢子，凝聚了灵
芝全部精华，在扶正固本等方
面，效用高于灵芝子实体，成为
中药“扶正”之王！

安徽大别山腹地金寨农
神公司作为灵芝孢子粉源头种
植基地，联合常州益生良行为
常州市民提供优质破壁灵芝孢
子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生产，质量有保障！

本品破壁率高、多糖及三
萜含量高效果好！作为灵芝
孢子粉核心成分三萜含量高
达每100克内含2500毫克！
活动期间购买原价5280元，
现在仅需1980元（每天3克，
一年服用量）。

活动时间：1月 13日—
17日

订购电话：88997355（免
费送货货到付款）

地址：兰陵桥北50米世
纪明珠园7号商铺益生良行

灵芝破壁孢子粉新年特惠
一年仅需1980元，每天3克，一年服用量

上周开始，常州又降温了，对
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而言，这样
的天气，更是让病情雪上加霜。

周女士是一家餐馆的服务
员，由于人手紧张，顾客较多，她
常常一站七八个小时。“最近一
阵，总感觉手指关节和膝关节肿
胀疼痛。”以为是天气冷的原因，
她便没有在意。没想到，症状逐
渐加重，周女士随即出现双手、手
腕、双肘、双膝、双踝全部肿胀疼

痛，不能行走。
在家人的陪

同下，她来到常州
一院就诊。“考虑
类风湿关节炎需
要住院治疗。”结
合相关检查结果，
风湿免疫科副主
任医师张佩蓉得
出诊断。入院经
过系统正规的治
疗后，周女士的关
节肿痛缓解，生活

恢复自理后出院了。
张佩蓉说，类风湿关节炎是

一种病因尚未明确的慢性全身性
炎症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炎性
疾病，它主要表现为慢性、对称性
关节炎和关节外病变。随着病情
进展，患者会逐渐出现关节畸形、
关节功能障碍，甚至丧失劳动能
力。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可以
控制和减少类风湿关节炎的致残
率。

类风湿关节炎表现为关节疼
痛：常见于指间、掌指、腕、肘、膝
和足等关节；关节肿胀：常呈对称
性，关节梭形肿胀，可出现关节积
液；关节畸形：典型的“纽扣花”样
畸形、“鹅颈”样畸形、尺侧偏斜；
晨僵：早晨起床关节活动不灵活
是关节炎症的一种表现，晨僵持
续时间和类风湿严重程度成正
比，晨僵一般持续半小时以上。
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因不明，但发
病与以下原因有关：感染、免疫功
能紊乱、性激素、遗传、吸烟、寒
冷、外伤及精神刺激等。

类风湿关节炎无法治愈，但
通过系统正规的治疗可缓解关节
肿痛症状，控制疾病进展，延缓关
节破坏，改善生活质量。

一旦医生明确诊断，患者应
严格遵照医嘱规律治疗。类风湿
关节炎具有很强的致残性，不要
等到关节畸形不能逆转后才考虑
治疗，应做到早预防、早诊断、早
治疗。 刘华联 冯凯 赵霅煜

痛痛痛，手指、脚趾、手腕、膝盖……

寒冬来临，注意防治类风湿关节炎

本报讯 92岁的周奶奶在散
步时突然感觉肚子一阵剧痛，伴
随着恶心呕吐，被送往常州七院，
最终被诊断为胆肠瘘引起的肠梗
阻。尽管高龄患者手术风险较
大，但肝胆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
急诊手术，周奶奶现已康复出院。

周奶奶的女儿说：“我妈妈平
时腿脚麻利，无病无灾，突然给我
打电话说肚子痛得要命，我赶过
去问了半天才知道，她这肚子疼
的情况已经有三天了。”

周奶奶以“腹痛待查”收住肝
胆外科进一步治疗。经过肝胆外
科副主任陆晓明及其团队仔细查

体及检查，判断周奶奶是胆肠瘘
引起的肠梗阻，考虑是胆囊结石
卡住了小肠，需要立即手术治疗。

医护人员立即忙碌起来，下
达手术医嘱、完善术前准备、联系
麻醉师，有序地做好术前准备。
准备好之后，医生把周奶奶送进
了手术室，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
的“战斗”。

手术非常顺利，医生成功取
出了一颗长4厘米的结石，足足有
鸽子蛋大小。原来，这个小石头
竟然穿过胆囊壁，越过肠壁，一路
向下，卡在了小肠处，引起了肠梗
阻，真是一场远距离的漂洋过海，

所幸治疗及时，没有导致更大的
后果。如果嵌顿时间过长，会引
起肠坏死，甚至感染性休克，危及
生命。

“胆汁是辅助消化（尤其是油
脂类食物）的液体，胆囊是储存胆
汁的仓库。当胆汁分泌、代谢出
现异常，胆囊中的胆汁会析出像
石头一样的晶体，形成胆结石。”
陆晓明提醒市民，平时胆囊结石
需要及时治疗，超过1.5厘米的结
石以及经常发作的胆囊结石，需
进一步手术，避免胆囊结石掉下，
引发新的疾病。

（七轩 汤怡晨）

92岁老人散步时突发肚痛

鸽子蛋大的胆囊结石引起肠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