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监督之窗

按照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4年常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
通知》要求，市卫生监督所于6月中旬
起，认真开展了“食品安全放心消费科
普知识进社区进学校活动”。

活动中市卫生监督所充分利用支
部共建平台，将宣传活动延伸至西新桥
三村社区、西横街小学，通过开展展板
宣传、现场讲座、发放食品安全科普宣

传折页等形式，就社区居民、学生关心
的我国食品安全形势、食品安全有关问
题等内容进行了生动讲解和解答，向居
民普及了科学的食品安全知识和食品
安全观，同时还就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如
何运用食品安全标准，科学合理选购食
品进行了生动的讲解，受到了广大居民
和师生的普遍好评。

卫监

食品安全放心消费科普知识
进社区进学校

粗粮除便秘荣获国家专利
老便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便秘很多年，什么药

都吃过，总归不见好。原因很简单，就是服用泻药或
含有泻药成份的产品。泻药伤身，并且损害肠道加重
便秘。芦荟、决明子、乳果糖、甘油、大黄、番泻叶、火
麻仁、酚酞片、液体石蜡等。一般含有这些泻药成份
的产品能通便全靠它的作用，无法达到减轻便秘，实
现自主排便的目地。常期服用泻药容易造成肠道功
能失调，诱发黑肠病，肠癌等疾病。选择排便产品时，
看清成份，为了身体健康，坚决远离泻药。
用黑豆、芹菜叶、山楂这些平常可见的粗粮加入

金银花、菊花、绿茶熬制的茶水煮熟，当日服用即可排
出松软油滑大便，常期服用可以清除便秘。千百年来
这秘方一直收藏在民间，直到清代被御医收为宫中称
之“御方”。我国医学专家在整理医学典籍时发现此皇
家御方，在北京研制成新一代粗食通便产品，品名御
品膳食通。2013年御品膳食通荣获我国“一种用于润
肠通便的保键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专利申请

号：201210112836.1。
御品膳食通的特点：成份；不含任何泻药，纯粗

粮：功效，几年，十几年的老便秘，黑肠病，依赖泻药排
便，甚至服用超大剂量也不能排便者，确保爽快排便。
越服量越少，直至停服。安全；即使误食超过正常2-3
倍的量，对身体也无任何损害，这一点是其他产品无
法比较。因为御品膳食通的原料以粗粮为主，没有副
作用。目标；通过一段时期的调养实现自主排便，达到
停服任何通便产品，实现消除便秘的最终目标。
选择产品，看清成份。纯粗粮排便，越服量越少，

直至停服。老便秘不妨试试，解除多年的排便烦恼。
市区：龙御膳食专营店（火车站原大洋百货8楼848
室）；明仁堂大药房；江南大药房；湖塘南方大药房；
溧阳和济药房；金坛万泰大药房有售。

电话：880508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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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受颈、肩、腰、腿疼痛折磨的患
者有福音啦：六代人传承154年的百
年老店、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马明仁膏药铺进入常州一年多了，
其真功实效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常
州颈、肩、腰、腿疼的父老乡亲可来店
免费诊治试贴，让您亲身感受马明仁
膏药的神奇效果!

马明仁膏药铺创于咸丰十年(1860
年），由清末民间骨外科大夫马六懿所
创，历时六代人传承，严格按照古法工艺
流程炮制，选料、浸泡、炼油、升华、下丹、
去火毒、去燥邪、启封、滩涂，步步考究。
马明仁膏药第六代传人马绪斌先生在完
整继承了祖先的秘方和制作工艺上，运
用现代医学技术将药物的有效成份进一
步提高、升华，效果奇特，屡试不爽。而今
马明仁膏药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作为传承人的马绪斌深感
责任重大，为了不负祖宗，不负百姓之众
望，马绪斌为自己的膏药铺立下“马氏新
规”：凡是到膏药铺诊治的患者，一律坚
持免费试贴，凡是没有效果的一律不收

取任何费用，如果没有参加免费试贴的
患者给再多的钱也不卖一贴膏药，不让
患者花一分冤枉钱。“难道马明仁膏药就
这样一直坚持免费试贴吗？这样不是要
亏老本吗？”马氏六代传人马绪斌笑着
说：“免费试贴体验疗效”肯定会一直坚
持下去，但我们也不完全是“活雷锋”，这
样做的目的是让大家不花冤枉钱，我相
信只要有效大家就会购买，也才会形成
口碑效应，才会介绍更多的人来。这样马
明仁膏药“济世救民”“仁心孝世”的愿景
才能在更大范围实现。听到这里，大家明
白了：人家看似吃亏做傻事了，其实人家
是在聚人气、赢口碑，争取更多人的认
可。所以，对于颈、肩、腰、腿疼人群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好机会、大实惠。赶紧去试
贴。
常州药铺地址：兰陵北路 572号

（兰陵工人新村路口）

免费诊治热线：0519-67899088

湖塘药铺地址：武进区广电西路186号

（常武路和广电路口西，建行对面）

免费诊治热线：0519-86308511

颈、肩、腰、腿疼就找马明仁
免费贴 免费试冬病夏治正当时

健康快乐看杯赛

今年的巴西足球世界杯赛从6月12
日开踢，到 7月 13日的决赛，一共 64
场比赛。如果全部都看下来的话，那还
真得需要点毅力和体力。由于时差，比
赛的时间有从凌晨3-4点开始的，也有
早晨 6点开始的，看完后，就到上班时
间了。

在这里想提醒各位球迷的是，看世
界杯赛也要注意健康，下面是应该注意
的几个问题和建议：

见空补觉

成年人一般每天需要 7-8小时的
睡眠时间。看球赛期间，睡眠不足是肯
定的，特别是那些场场都不想落的超级
球迷们，估计在这一个多月里脑子总是
昏昏沉沉的。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工
作效率，还会影响健康。

建议大家伙儿充分利用点滴时间
休息，保证既欣赏了球赛，又不影响工
作。

晚饭1-2小时后，可以先睡一会
儿，晚上就可以精神抖擞地看球赛了。

吃过午饭，像猫打盹一样，眯上
20-30分钟，补充晚上的睡眠不足。

乘公共交通工具上班的话，可以在

公车上闭目养神，只是别睡过了站，耽
搁了上班。

自驾车上班的话，一定要注意安
全，如果睡眠不足，建议不要自己开车。

喝酒适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喝啤酒成了
看足球比赛时的“伴侣”。特别是哥几个
一起看比赛时，啤酒是少不了的。除了
啤酒外，饮料也是好多球迷看比赛的必
需品。

助兴不过量! 短时间内喝大量的冰
镇啤酒，会导致胃肠道的温度下降，血
流量减少，影响消化功能，严重时可引
发痉挛性腹痛、腹泻等肠胃疾病。大量
饮用啤酒，其中的酒精吸收后会损害肝
脏、肾脏的功能。

一听啤酒（330毫升）含的能量约为
110千卡，相当于吃了半个馒头，若一个
晚上喝10瓶，就相当于吃了不少馒头。
能量多了，会增加体重的。

含糖饮料要少喝! 含糖饮料中所含
能量也是较高的，一听可乐（330毫升）
的能量为约142千卡，一瓶橙汁汁饮料
（500毫升）的能量为220千卡。大量饮
用饮料会增加体重。

喝白开水或清淡饮料! 有的人为了
提神，喝咖啡和浓茶。咖啡中含有咖啡因
和一些香味成分，茶中含有咖啡碱，会使
大脑神经兴奋，过量饮用咖啡或浓茶，会
引起失眠、影响睡眠，不利于第二天精神
和体力的恢复，反而影响第二天的看球
赛。建议喝白开水或清淡的饮料。

喝杯豆浆"牛奶"新鲜的水果和蔬

菜汁可以补充一定的能量#又可以补充

维生素和矿物质!

零食适量

除了喝啤酒外，人们在看球赛时，
往往喜欢吃点什么，于是，炸薯片、炸薯
条等油炸食品成了茶几上的必备品。

尽量不吃或少吃油炸食品 $炸薯

片"炸薯条%等! 一般超市里常见的大桶
装的120克的薯片，含能量约为662千
卡。有些朋友习惯边看电视边吃薯条、
薯片，等节目结束后，才惊异自己不知
不觉中吃了好多薯片。吃下去这么多的
能量，又不活动，很快就会见“效果”
的———体重见长、腰围变粗。

准备一些坚果! 坚果，如核桃、花
生、杏仁、瓜子、开心果、腰果等含有丰
富的微量营养素、维生素 E、钙等营养

素，对健康有益，可以补充一定的营养。
吃水果! 把苹果、香蕉、西瓜、香瓜、

黄瓜、苦瓜、生菜等切成小块，加入酸
奶，制成营养丰富的果蔬色拉，可以为
机体补充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等。

动着看

许多球迷看球时会长时间坐在或
躺在沙发上。长期保持一种姿态，会感
到背部和脖子僵硬、酸疼。足球是剧烈
的运动，消耗大量的能量，那是说的场
上的运动员。你坐着或躺在那里看电
视，能量消耗的很少，再加上喝啤酒、吃
零食，一个月的杯赛下来，你的体重在
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几公斤，自己的健康
受到了损害。

走着看电视! 看球赛时，要时不时
地活动一会儿，来回走着看。

看比赛时应时常做做深呼吸#注意自

己也要活动活动!不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
势，不妨坐一会儿，走一会儿，站一会儿，
充分伸展背部肌肉，左右转动脖子，舒展
手臂，弯弯腰，做几次蹲起，等等。

自己不能上场参加比赛# 看着电

视#模仿带球"射门动作#等等!

下面是看球时常常遇到的几个问题&

我晚上一直盯着看电视! 久了头

疼"眼睛疲劳"干燥"流泪!这该怎么办

呢#

长时间看电视，对眼睛也是损害，
要注意保护眼睛。从饮食角度，可以多
吃含维生素A多的食物。

维生素A是构成眼睛视网膜中的
视觉细胞的重要物质，我们的眼睛在夜
晚能看见物体，主要是靠维生素A在起
作用；维生素A还可以防止眼睛角膜干
燥、怕光、流泪。

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主要有动物
肝脏，比如羊肝、猪肝、鸡肝等，植物性
食物只能提供维生素A原类胡萝卜素，
维生素A原类胡萝卜素在体内可以转
换为维生素A。胡萝卜素主要存在于深
绿色或红黄色的蔬菜和水果中，比如胡
萝卜、菠菜、芹菜、芒果、红薯等。

我晚上熬夜看电视!到白天时精神

萎靡"疲劳"机体免疫能力下降!这该怎

么办呢#

晚上熬夜看电视，破坏了正常的生
物规律，人体的生理代谢过程也会发生
改变，随之可能带来白天时精神萎靡、
疲劳、机体免疫能力下降，这是一种综
合的异常表现，除了上面的建议外，我

们还可以从饮食上给予调节。动物肝
脏、瘦肉、鱼、粗粮、大豆食品、蔬果、牛
奶、乳酪、深绿色蔬菜，这些食物中含有
丰富的B族维生素。参与体内的碳水化
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维持神经
细胞、心肌细胞的功能，有助于缓解疲
劳恢复体力。

维生素A和维生素C对机体免疫
系统有重要的作用，可以维持免疫系统
功能，增强机体抵抗疾病能力。新鲜的
蔬菜、水果是维生素 C丰富的食物来
源。如鲜枣、青椒、猕猴桃、菠菜、山楂、
柑橘、柚子、草莓等。这些食物为健康看
杯赛保驾护航。

看精彩的球赛我总是很激动!忍不

住大声喝彩! 电视机的音量也挺大!遭

到了邻居的指责!我很郁闷!这该怎么

办呢#

不能把自己看球的快乐建立在影响
他人睡眠的基础上。看比赛注意电视的
音量，尽量小一些，最好带上耳机听；自
己的音量也小点，若家人仍不愿意，建议
带个口罩，呵呵，这样就不能喝酒啦！

建议&出去看，别在家里以及小区
里看，去足球酒吧，和一些喜好相同的
朋友一起看，一起吆喝，既过瘾又不影
响他人休息。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副所长 马冠生

医患之间
二院领导"乳腺外科全体医护人员&

我家属贺荷英于5月26日经乳房
检查伴有明显肿块，并于5月29日住进
二院城中院区乳腺外科待行手术切除。

由于其伴有慢性糖尿病近20年，
且有高血压、特别是由于糖尿病眼底病
变双眼均于2007年失明，后双眼虽已
失明，但眼底仍然持续出血，并致眼压明
显升高，于2008年3月及2009年4
月分别在我市另外两家施行左、右眼球
摘除术。由于双眼失明，引起不便，不慎
于2010年7月20日从二楼摔至一楼，
造成肋骨及右肩锁骨骨折，住进市区一
家医院进行艰难治疗。由于严重的骨折
所带来的病痛，导致血压持续偏高，血糖
十分不稳，关键是血小板数量短少，无法
满足手术需求。最为困难的是血小板货
源偏紧，无奈采用保守疗法。至今，肋骨
及锁骨骨折尚未全部愈合到位。此次自
感发现乳房肿块后，通过选择、比较、咨
询、筛选，最终选定常州二院城中院区。
自门诊到病区，首先接诊和安排我

家属的是乳腺外科主任朱玉兰，她和蔼
可亲的笑容，耐心细致的问诊，周到缜密
的告诫，严密的术前安排，一丝不苟的高
超手术，真正做到医德、医术的完美结
合，手术十分成功。难能可贵的是，成功
手术后，朱玉兰主任并未到此结束，而根
据本家属的身体状况，亲自建议并安排
转至内分泌进行术后进一步治疗。
到内分泌科后，科主任及护士长等

相关医护人员非常关心我家属的病情，
悉心护理并于6月7日上午顺利出院。

我深深并由衷感到常州二院是病
员及家属真正温暖的家。

病员家属$朱荣荣

!"#$

年
%

月
#%

日

健康药箱

“头晕头痛、耳鸣、脑鸣”显奇效，

新配方———荞麦花粉汤，一喝准好
天眩地转、眼前发黑、站立不稳、头痛耳鸣、恶心呕吐

……是由于大脑缺血缺氧、神经系统病变所致，甚至会引起
脑痴呆、猝死等严重后果……

好消息，郑老祖方由于效果突出，现已获批上市，并且
获得了中药专利配方，无论病情轻重，百试百灵。以荞麦花
粉为主要成份，修复受损的神经，血管畅通，补足血氧量，快
速消除（美尼尔综合症、颈椎病、神经性头痛、高血压、耳源
性、心脑血管等）所引起的眩晕迷糊、头痛、失眠耳鸣等症，1
周期后症状减轻或消失；2-3周期即可康复不易复发。

五盒一周期，现见报三日内特惠：买 4送 1，买 10送 5

咨询热线：0519-88133759

（免费送货）

地址:市区华康药店（兰陵北路工人新村路口）

“眩晕、脑供血不足”
治一个 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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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舒服吗？
常州第七人民医院六病区，是个儿科病区，入住着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三

岁以下的患儿洗头对家属来说，是个比较棘手的事情，为打消患儿家属的顾虑，
六病区积极开展优质护理服务，为三岁以下患儿提供洗头服务。此项服务受到
了病人家属的欢迎。图为六病区护士吴晓枫在给4个月大的宝宝洗头。瞧，宝宝
多享受啊！ 奇缘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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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局前街185号 电话：0519-68870000（总机）

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地址：兴隆巷29号 电话：0519-88115301

常州二院阳湖院区 地址：武进滆湖中路188号 电话：0519-81087120

常州中医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25号 电话：0519-88124955（总机）

常州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兰陵北路300号 电话：0519—83016036

常州肿瘤医院 地址：怀德北路1号 电话：0519-86852634（总机）

健 康 服 务

常州市四院新北院区 地址：长江路和红河路路口 电话：0519-69807147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天宁区博爱路26号 电话：0519-88108181

常州市儿童医院 地址：延陵中路468号 电话：0519-88819919

常州第七人民医院 地址：延陵东路288号 电话：0519-85052468

武进人民医院 地址：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武进中医医院 地址：湖塘人民西路6号 电话：0519-86582737

常州市口腔医院 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常州谱瑞眼科医院 地址：武进常武北路1号 电话：0519-69891388

红梅医院 地址：竹林南路20号 电话：0519-85502670

常州市德安医院 地址：常州市桃园路11号 电话：0519-88102812

新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址：新府路105号 电话：0519-83261283

常州钟楼区妇幼保健所地址：西直街88号 电话：0519-86815021

2014年食品安全宣传周于本月
10日正式启动。围绕今年食品安全宣
传周“尚德守法，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
力”活动主题，日前，市卫生监督所组
织餐饮服务单位相关代表参加了市食
安委举办的“食品安全法制大讲堂”食
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质监、工商、农
林、卫生等部门及食品生产、流通经营
单位的代表共6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邀请了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金晔茹做了“食品安全领域相关法律责
任”的专题授课，通过对重大食品安全
违法案件查处的剖析、警示及食品安全
法律知识的普及宣传，进一步增强了企
业树立诚信经营、重信用、重法治的价

值观，提高了监管部门的责任意识，为
全市食品安全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
氛围。

卫监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南希生发馆专业治疗头屑、头
痒、头油，7天防脱，28天生发，60天
白转黑发，15年信誉保证，无效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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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江华庭南希生发馆

南希生发馆
专业防脱"生发"白转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