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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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口腔医院（市中医医院钟楼院区）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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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民）医院 地址：新北区红河路68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钟楼区丁香路16号 电话：0519-8858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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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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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德安医院 地址：丽华北路157号 电话：0519-68016199

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常州医疗区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电话：0519-83064102
武进人民医院 本部：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常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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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星口腔医院连锁 钟楼院区、武进院区、新北院区、天宁院区、兰陵院区 电话：0519-81899999
常州现代口腔门诊部 荷花池店：钟楼区荷花池公寓19-1 电话：0519-88120611

九洲店：钟楼区兰陵九洲新世界四楼 电话：0519-8812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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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刊登：

近日，“专利偏方，40分钟叫停颈
肩腰腿痛”一文刷爆朋友圈。腰突专利
研发人王立财说:“我17岁专注于中
医，妙手偶得颈腰椎外敷方。不论症状
轻重，外敷一次超乎想象，目前已获国
家专利2008103020868。本人以行医
40余年信誉担保，绝不欺骗百姓。敬
请康复者代我宣传，谢谢！”

据悉,王立财1955年生于吉林通
化，专注中医创新40余年。擅长腰椎
间盘突出，胃肠病 (另有鸡内金食疗
方)、风湿骨病、心脑顽疾，已获近10项
国家专利，成为用“煎药锅”叫板手术刀
的民间名医。他开方下药与众不同，独
家使用水蛭、土虫等血肉之品，行破血

之法研发出外敷中药包。患者只需睡
觉时外敷12小时(重症者加长2小时)，
达到满意效果。很多反复发作尝试各
种方法无效者，使用专利中药包一到三
个月后，开车、跑步、爬山均不耽误。王
立财因此入选《世界名人辞海》被誉为
中医奇人。王立财创办的聚安堂腰突
康复中心常州店寻重症者参与康复体
验，咨询电话：89961155

王立财提示:凡身体寒凉怕冷、瘀痹
不通者，可在使用我外敷方显效后，配合
祛风除湿泡酒方，拔除寒凉控制复发。

地址：兰陵桥北50米（兰园对面）
世纪明珠园3号商铺聚安堂腰突康复
中心

老腰突有救了

13年腰突治疗专利落户常州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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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20
年树龄椴木，仿野生种植直立栽培。
每块种植地耕种一年后，要修养两年，
才能重新种植灵芝，以确保土壤完全
满足灵芝的生长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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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元（每天
3克，一年服用量）。适用人群：1、体弱

多病者，大病初愈者；2、思虑过度，心
神失养,夜睡不佳，体力及记忆力减退
的人群；3、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
肝炎、老年病等慢性疾病患者的辅助
调理。

云南文山种植基地直接发货常州！
精品文山春三七（20、30、40头）买一斤送
一斤，最低仅售99元/斤起，现场免费加
工超细粉。另有西洋参198元/斤起、铁
皮石斛450元/斤起。

各种滋补品全部产地直供价，10
年老店值得信赖，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现在订购再送价值198元三七泡
脚粉（一个月用量）一大盒！

活动时间：2022年1月11日至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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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孢子粉文山三七西洋参直销会开始啦!
大别山破壁灵芝孢子粉一年仅需1380元！

一天一次澡和一周一次澡，时间长了会怎样？
洗澡频率
每天一次VSN天一次

关于洗澡频率，没有科学定论。
南方天气炎热，雨水充沛，洗澡方便；
北方干燥缺水，特别是古代，洗澡不
那么方便。

汉代官员每5天才能放假，顺便
洗一次澡，谓之“休沐”，所以北方几
天洗一次的习惯，真有历史渊源。

如果不是体力劳动者或容易出
汗、有异味人群，且所处环境较为整
洁，可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几天洗一次
澡。

如果每天需要进行体力劳动或
大量运动出汗多，或接触较多粉尘，
天天洗也可以。

洗澡时间不宜过长，尤其心血管
疾病患者，建议控制在20分钟内。

提醒大家，天天洗还拼命搓也不
行。特别是冬天，皮肤油脂分泌减
少，再这么搓，迟早搓破皮，严重的还
会诱发干性湿疹。

洗澡花样
沐浴露、香皂、磨砂膏
VS牛奶、醋、红酒、浴盐

为了洗澡时不单调无聊洗得更
干净，人们往往会变着花样来。

南方除了常见的沐浴露、香皂，
还会使用磨砂膏，可使老化死亡的角
质、细胞脱落，皮肤变得柔软细腻。

但磨砂膏不能经常用，否则可能
导致角质层越来越薄，变成“敏感
肌”。油性或老化皮肤2~4周用1次
即可；干性、敏感性皮肤不建议使用。

在东北人眼里，不管什么吃的喝
的，都能在搓背时用上。

加牛奶的，叫奶搓或打奶，还有
醋搓、盐搓、酒搓等。啥都不加就叫

“毛搓”。搓背师还会边搓边唠嗑：
“用醋搓能去死皮、奶搓能美白……”
明里暗里告诉你，这钱花得值。

可惜，目前没有科学研究证明，
用醋、酒、牛奶等搓背有益皮肤健
康。比较靠谱的是“盐搓”，浴盐一般
就是海盐，可深层清洁皮肤角质。

但浴盐也不能经常用，油皮偶尔
用用无妨，干皮和敏感皮则不建议用。

洗澡工具
搓澡巾VS沐浴球谁更好用

搓澡巾，位列“南方人对北方特产十
大迷惑”第一名。

试问哪个北方人小时候没有经历过
被搓澡巾支配的恐惧？如果没有，那一
定是你从小就皮厚。

这是一种巴掌大小、表面粗糙的手
套式搓澡装备，能增加与皮肤的摩擦力，
洗去污垢等。

但搓澡巾对皮肤并不是很友好，尤
其是尼龙材质的，表面粗糙，猛搓会使表
皮细胞脱落，皮脂丧失，甚至搓伤。皮肤
屏障受损后，容易被病原体趁虚而入，引
发一些皮肤疾病如传染性软疣。

部分澡堂的搓澡巾是公用的，互相
搓背，容易导致传染性疾病传播。

搓澡巾应专用，并常用开水煮沸消
毒。洗澡时不要用力猛搓。

沐浴球材质柔软，容易打出泡沫，清
洁能力一点也不差，可以多用。

洗澡时间
早上洗？中午洗？晚上洗？

洗澡不用等良辰吉时，但如果你
刚做完下面这3件事，建议先别洗：

刚吃完饭：此时洗澡会使血液向体
表皮肤转移，导致胃肠道血液供应减
少，长期下去会影响肠胃的消化功能。

刚喝了酒：酒后洗澡容易造成大
脑供血不足，严重时还可引发低血
糖，导致晕倒等意外发生。喝酒后毛
孔张开，容易着凉。

入睡前：睡觉前洗澡会加快血液
循环，不利于快速进入睡眠状态，影
响睡眠质量。

来源：腾讯网

近来，20余省份相继启动地方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工作，推出系
列鼓励生育措施。不少地区进一步
延长生育假，并增设育儿假。生育福
利“加码”，很多人为之叫好，但也有
女性担心会面临更大的求职压力和
失业风险。

延长生育假会加剧就业歧视
吗？无论是从女性角度来看，还是从
用人单位反应来看，延长生育假可能
都会加剧就业歧视。《2021中国女性
职场现状调查报告》印证了这样的担
忧：有近六成女性在求职过程中被问
及婚姻生育状况。因为延长生育假
增加了用人单位成本。一方面，虽然
由社保机构向用人单位发放生育津
贴，用以支付职工假期工资，但若津
贴数额低于职工原工资标准，用人单
位需补足差额。加上大多数省份要
求由企业承担生育假津贴资金，企业
心理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用人单位
尤其是企业，在用工方面一个萝卜一
个坑，当女性休延长生育假，其岗位
工作需要他人“代劳”，企业得支付加
班费或另聘职工，用工成本增加会造
成企业歧视女性。

虽然多地延长生育假有利于落实
三孩政策、恢复女性健康、母乳喂养
等，但也会产生某些副作用，容易造成
女性就业难、晋升难，合法权益会受损
害。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职场性别歧
视，就会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继而会消
解三孩政策落地效果。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上述问
题——即为延长生育假配套“组合
拳”，则不会加剧就业歧视。比如说，
在立法层面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反性
别歧视，使用人单位不敢、不能、不想

歧视女性，就能维护女性合法权益。
不久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明
确，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用人单位不得
限定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调查女
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将限
制婚姻生育等作为录用条件等，这是
立法反性别歧视的重大安排。

虽说立法是反性别歧视的基础，
但仅立法进步还不够，还应该针对三
孩时代加剧的就业歧视，配套相应的
监督体系和执法体系。各级工会、妇
联应该把监督用人单位落实法律规定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还应该把反
性别歧视执法纳入政绩考核范畴。

再比如说，合理调整和分担相关
成本。国家、用人单位、女性职工共
同分担成本，以避免用人单位独自承
担成本造成的就业歧视。到目前为
止，很多地方立法延长生育假，大幅
增加法定休假天数，却没有出台配套
措施分担由此增加的成本。这必然
影响女性就业权益和三孩政策落地
效果。希望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为用
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实施精准减税或
奖补措施。

此外，要鼓励职场女性积极依法
维权。女性是否受歧视，显然女性最
有发言权，这就需要职场女性善于取
证、维权。从执法部门到司法机关再
到舆论监督，也要为女性维权撑腰，最
终形成反性别歧视共治局面。

作为用人单位，要把反性别歧视
视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不妨
为善待女性的用人单位与歧视女性的
用人单位分别制定红黑名单，进而实
施联合奖励或者联合惩戒。

来源：《北京青年报》

延长生育假须配套反就业歧视措施过了腊八就是年 两类人应慎吃腊八粥
“过了腊八就是年”。昨天是农历腊月初八，即我国

传统的腊八节，民间流传吃“腊八粥”“腊八饭”“腊八蒜”
的习俗。

“腊八粥”，也称“七宝五味粥”，是用多种食材熬制的
粥，以庆祝丰收。在清代富察敦崇1961年出版的《燕京
岁时记》就记载腊八粥的做法：“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
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
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
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
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亲
友，不得过午。”

可见，腊八粥特别讲究食材的丰富性，五谷杂粮都不
嫌弃。但是有两类人就无法享受这类美食。

腊月隶属于冬季相对寒冷的阶段，
有“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之称。中医认
为“寒主收引”，在严寒的气候，人体外
周血管易受到寒邪的影响，造成收缩，
外周血管阻力增加，因此，腊月的血压，
不易用原有剂量的降压药控制，而高血
压又是脑梗死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导致
中风病易复发。传统腊八粥为多种食
材熬制而成，又添加白糖等，食用后血

糖特别容易增高，血液粘稠，将进一步
增加血管阻力，故不建议脑梗死患者食
用。但如果甄选特殊食材，也可熬出相
对风险低的腊八粥。我们将米类，特别
是糯米和白米等，换成豆子，比如各种
芸豆、红小豆等，同时添加燕麦以增加
粘稠度，控制血糖上升速度，也可以酌
情食用，还可以放点芹菜叶、西红柿、山
楂同煮，有利于稳定血压。

推荐一款适合老年人食用的腊
八粥。老年人代谢功能衰退，多属于
阳虚体质，容易出现怕冷、四肢不温
等症状，因此，老年人的腊八粥以温
补之品为主。

食材：
花生、黄豆、红豆各 40 克，燕麦

50g，红枣、栗子各6-8个，莲子20克，
水适量。

做法：
1、黄、红豆、燕麦洗净后泡水 5

小时；2、黄豆、红豆、燕麦煮熟；3、加
入其他食材，煮约30分钟；再加入煮
熟的黄豆、红豆、燕麦，熬约 30 分钟
即可。

禁忌：
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病、血脂异

常、脑梗死、冠心病、消化不良患者不
宜食用。 来源：凤凰网

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饮
食失调，损伤脾胃，脾失健运，聚湿生
痰，痰扰心神，或脾不运化，气血生化
乏源，心神失养，均可出现失眠。腊
八粥的食材很多，脾胃虚弱的患者，
很容易出现消化不良，进而影响睡眠

质量。因此，建议失眠患者的腊八粥
可以少放黄豆、黑豆等，淀粉豆子和
养生食材在烹调之前要充分浸泡，煮
后就会更加柔软，容易消化，同时可
酌情加入酸枣仁、灵芝、远志、首乌藤
等安神之品。

适合老年人食用的腊八粥脑梗死患者

失眠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