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枕头是睡眠的必备之物，它不但
影响到睡眠是否安稳，而且也可能影
响到人体的正常机理功能。如果在睡
眠时您选择的枕头不合适，就会出现
脖子僵直、头晕、头昏、乏力、越睡越累
的现象。

合适的枕头，其造型可以满足人
体颈椎部位生理曲线要求，能使头部、
颈部的肌肉得到放松，提高睡眠质
量。但是，您选择的枕头合适吗？

笔者在萧山区金惠路790号发现
了一家名为快乐睡眠枕头专业店在销
售各种各样枕头，感觉店面特色明显，
就进店与老板攀谈起来，交谈中发现
小小枕头却有大学问。“科学用枕，对
症施枕，一枕一方”是其特色。店内枕
头主要以民间流传百年的验方为基
础，结合中医理论体系为指导研发而

成。产品体系有颈椎病人群使用的透
骨草颈枕、茎茗萁颈枕、红花颈枕系列
产品；用于失眠人群的夜合枕、琥珀
枕、灵芝枕、金荞枕；中、高考学生精神
紧张引起睡眠不好的桑菊枕系列产
品；高血压人群使用的降压四系；心脑
血管人群使用的丹参枕、银杏叶枕；鼻
炎，咽炎人群使用的辛夷花、金银花
枕；有打呼人群使用的减鼾枕；有单纯
性肥胖人群使用的窈窕淑女枕；有抑
郁人群使用的逍遥枕系列；玫瑰花、满
天星、合欢花等纯天然花卉系列，几乎
涵盖了目前市场上利用草本植物做枕
的大部分品种。

草本植物枕芯的使用要贯彻辨证
原则。即根据不同的年龄、体质、疾病
和季节环境变化来辨证处方，对症用
枕。如：小儿宜选不凉不燥的卧米枕、

蚕沙枕，以利头部发育；老人宜选不寒
不热的灵芝枕、女贞子枕；阴虚火旺体
质宜选绿豆枕、菊花枕；阳亢体质宜选
夏枯草枕、薄荷枕；目暗目花人群宜选
茶叶枕和决明子等“明目枕”；消化系
统不好的人群可使用红果枕；中风人
群可选用络经通枕。总之，草本植物
枕芯是一种流行千年的寝室保健用
品。

选择合适自己的枕头，才能有效
改善睡眠质量。为了让您更好地了解
什么样的枕头适合自己，笔者特意要
了电话82151973，方便您咨询，避免
您出现越睡越累的现象。

枕头没选对 越睡会越累

静脉曲张大多发生在小腿内侧，像蚯蚓
一样隆起许多青筋。首先是腿部有酸胀
感，晚上重，早上轻，同时小腿上的皮肤开
始有色素沉着，颜色会发黑或发紫，非常难
看。静脉曲张的传统治疗方法很多，大多
数都需要打针吃药，不但治疗周期长、费用
高，而且药物对人体还会有一定的毒副作
用。

现在好了,随着科技的发展，静脉曲张
有了一种外用涂抹的新疗法，叫【脉立平牌
清凉膜膏】，费用低、无异味，只需往患处轻

轻一抹，非常简单方便。如果你还在遭受
静脉曲张、脉管炎的折磨，就赶快抹上【脉
立平】吧。

【脉立平】用于静脉曲张、脉管炎引起的
皮肤痒、痛、酸、麻、腿困无力等症状。【脉立
平】萧山西门药店(市心桥，新华书店隔壁)现
已到货，【脉立平】3盒1疗程，买3赠1。

全国免费电话：400-015-8115
皖医械广审（文）第2013100039号

静脉曲张巧遇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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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痛腰椎间盘突出有妙方
仙草活骨膏（远红外贴)针对颈椎病、腰椎骨关节病，肩周炎引起的疼痛

问题研制而成，近年来，因颈、腰部疼痛到医院就诊的人非常多，中老年所占

比例较大，大多数患者腰部既没有扭伤的经历，也没有摔伤的经历，通过

CT、磁共振检查发现，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各种形式的颈椎、腰椎退变引起

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体滑脱增生、韧带肥厚是比较

常见的几种表现形式，主诉较多的是头晕、手麻；肩膀痛，腰疼、坐骨神经痛，

腿脚麻木胀痛，走不了远路。仙草活骨膏为外用黑膏贴剂，使用方便且不易

过敏，一个疗程15天，根据轻重程度需要8——10盒，有此类问题顾客，值

得一试。心存顾虑顾客可以先买5盒体验效果，有效后再按疗程购买。仙

草活骨膏在浙江连续畅销9年，品质值得信赖，即日起感恩回馈新老顾客，

举行特大优惠：买5送1，买10送3，买20送8，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上城区：0571-87527616

江干区：0571-81369097

西湖区：0571-81336322

经销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210号瑞龙大药房（建国中路与庆

春路交叉口往南200米路东边，江干区：庆春东路2号莱多特医疗（邵逸夫医

院西侧，庆春东路与秋涛路交汇处建设银行对面），西湖区：天目山路23号

神洲大药房，燃气公司对面。萧山市区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豫医械广审（文）第20141200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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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孔林顾俊楠

6月19日，由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
内科医师分会基层工作委员会、杭州市
心血管病分会冠脉介入学组组织专家
来萧传经送宝，并和浙江萧山医院联合
举办《基层医院冠心病诊治及随访管
理》继教学习班。来自省内各基层医院
的350多位医生参加了学习。

简短的开班仪式结束后，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霍勇教授、浙医
二院心脏中心主任王建安教授、杭州市

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张邢炜教授、浙医
二院心脏中心副主任项美香教授、航天
中心医院心血管介入中心王斌教授、浙
医二院心脏介入中心副主任孙勇主任
医师、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心脏中心
主任杨德业教授，分别作《高血压患者
补充叶酸的意义》《胸痛鉴别诊断》《心
房颤动治疗进展》《心力衰竭非药物治
疗》《通过心电图识别急性冠脉综合
征》《非ST段抬高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诊
治》《冠心病的血脂管理》专题讲座。

在本次学习班上，浙江萧山医院副

院长来俊、蒋国军和心血管疾病诊疗专
家郭明主任医师、张宗辉主任医师、杨
杰副主任医师，也分别作了《心力衰竭
的呼吸机治疗》《氧化应激与动脉粥样
硬化》《冠脉介入术后随访管理》《冠脉
造影的适应症及禁忌症》《急性心肌梗
死心电图》专题讲座。讲课期间，霍勇
教授和郭明主任联合为一位冠心病患
者施行冠脉介入术，理论结合实际，更
直观地为大家展示在日常工作中会碰
到的此类问题。

提高冠心病诊断与治疗水平重在基层医院
国家和省市心血管疾病专家来萧传经送宝

夏天气温高，阳气旺盛，人体毛孔打开，筋
络舒张，新陈代谢加快，是冬病夏治的极佳时
期。此时贴马明仁膏药对老风湿，老骨病，可以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代祖传独家秘方，具有150多年历史，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百年老字号，
全国连锁马明仁膏药铺正式入户萧山。饱受颈
肩腰腿疼折磨的患者有福音了！凡是您或您的
家人有颈椎痛、肩周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颈椎骨质增生、腰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
膝关节骨质增生、扭挫伤、慢性腰肌劳损、坐骨
神经疼、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膝关节积
水、椎骨软化、半月板损伤等症状都可以到全国
连锁马明仁膏药铺，免费试，免费贴！不花一分

钱，满意再购买。为遵循传承马氏“仁心孝世”
理念，顾客满意才是硬道理的服务宗旨，活动期
间，公司特派马氏嫡传弟子亲临萧山马明仁膏
药铺，一对一为患者进行专业康复指导。活动
期间前来报名的患者，不仅可以免费贴膏药，还
将得到专家为您量身定制的康复方案，更能免
费享受马氏点穴疗法、马氏经络疗法、拔罐、刮
痧、艾灸，热敷疗法、火疗等服务。

萧山地区报名地址：萧山长途汽车站对面，
（育才路288号）马明仁膏药铺

报名热线：82391683 82391683
本公司郑重承诺：本公司宣传绝对真实，如

有虚假百倍赔偿，欢迎广大市民监督。
陕健用广审（文）第2014120005号

颈肩腰腿疼就找马明仁
全国连锁马明仁膏药铺，免费试、免费贴，冬病夏治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药品存放要科学、妥善，防止因
存放不当导致药物变质或失效；
谨防儿童及精神异常者接触，一
旦误服、误用，及时携带药品及
包装就医

药品保管不当会导致变质失效，
甚至增加毒性，故应严格按照药品说
明书的要求妥善存放。一般应注意：
空气中易变质的药品应装在干燥密闭
容器中保存；易氧化的药品应密闭在
棕色玻璃瓶中置阴凉避光处；易吸潮
的药品应装在密封容器中储于干燥
处；易风化的药品应装在封口的容器
内置阴凉处；外用药与内服药分开储
存。家中的药品要防止儿童及精神异
常者接触，以免发生误服中毒事故。
一旦发生误服或过量服用药物，突然
出现不同寻常的症状，都应携带药品
及包装第一时间就医。

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
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国家免费
提供一类疫苗

疫苗一般是指为预防、控制传染
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预防接种的
生物制品。相对于患病后的治疗和护
理，接种疫苗所花费的钱是很少的。
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
济的手段之一。

疫苗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是
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
照政府的规定受种的疫苗，目前第一
类疫苗以儿童常规免疫疫苗为主，包
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减毒活疫
苗、无细胞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麻
疹疫苗、麻腮风疫苗、甲肝疫苗、A群
流脑疫苗、A+C群流脑疫苗和乙脑疫
苗等，此外还包括对重点人群接种的
出血热疫苗和应急接种的炭疽疫苗、
钩体疫苗。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
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第二类
疫苗是对第一类疫苗的重要补充，并
不是第二类疫苗就不需要接种，实际
上有些第二类疫苗针对的传染病对人
们威胁很大，如流感、水痘、肺炎等，患
病后不仅对个人的健康造成很大危
害，也增加了经济负担。公众可以根
据经济状况、个体的身体素质，选择接
种第二类疫苗。

接种疫苗后，有时会出现一些不
良反应，主要为接种部位的疼痛、红
肿、硬结等局部反应，以及发热、倦怠、
乏力等全身反应。一般无需就医，只
要加强护理，对症治疗，可自行消失。
但是，如果出现较严重的反应如高热、
过敏等，一定要及时就医，并向医生说
明接种情况。

科学就医是指合理利用医疗卫
生资源，选择适宜、适度的医疗
卫生服务，有效防治疾病、维护
健康

科学就医与每个人的健康都息息
相关，涉及生命过程的各个阶段，有助
于更便捷、经济、有效地解决自身所面
临的健康问题。公众应重视科学就

医，切实维护自身及他人健康。
科学就医就是要树立预防为主的

健康理念，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公
共卫生服务、诊疗服务、疾病预防保健
和医疗保险等资源），掌握分级诊疗、
预约挂号等基本原则和方法，选择正
规且适合自己病情的医疗卫生机构，
按流程就诊，与医生良好沟通，在诊治
过程中遵从医嘱，遵守医疗机构的各
项规定，正确理解医学的局限性，等
等。

遵从分级诊疗，提倡“小病在社
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
避免盲目去三级医院就诊

目前，我国医院分为一、二、三级，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属于
一级医院。一级和二级医院的医务人
员一般都经过专业培训，具有正规的
行医资质，具备对一些常见病和多发
病进行诊疗的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
患者首选一级或二级医院就诊，而不
是盲目去三级医院，可以节省时间、费
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同时，由于一
级和二级医院数量多，分布广泛，在这
些医院就诊可以避免三级医院门诊挂
号难，等候时间长以及医生和患者之
间沟通时间较少等问题，可为患者提
供更为细致、全面的健康服务。

全国很多地区都建立了双向转诊
制度。当在一、二级医院不能诊治时，
可以转到相应的三级医院就诊，而由
于在一、二级医院已进行了初步诊断，
提供了前期诊疗信息，转到三级医院
可以更有针对性地选择科室，提高就
诊效率。

鼻干、鼻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
鼻涕倒流、打呼噜、头昏脑涨、喉咙干，睡
觉用嘴呼吸很难受，尤其孩子得了鼻炎
经常头昏头晕、记忆力减退，学习成绩明
显下降，小鼻炎大问题，年年受困扰。

《本草纲目》记载：肺开窍于鼻，鼻者
肺之官也！也就是说：肺毒不排，鼻炎难
以治愈。14代传承人扈福证先生说：扈
氏鼻炎膏创于明朝万历年间（1607年），
历经扈家十四代人400年的时代演绎升
华，其工艺被淄博市和山东省共同列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鲁政字2009（232）
号]保护推广项目。扈氏鼻炎膏独创“一
排二消三修复，让肺打喷嚏治鼻炎”的中
医绝技。曾为数万计鼻炎患者带来福
音。

扈氏鼻炎膏让您免费试用，目的有
三个：一是为了让您亲自体验效果。有
效果没效果，只有您亲自体验了才知

道。二是为了赢得口碑宣传，所谓金杯
银杯不如口碑，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试
用，就是想让您把亲身体验的效果对您
身边的亲朋好友实话实说。三是为了让
您不乱花一分冤枉钱，市面上的鼻炎药
为数不少，只有扈氏鼻炎膏让你免费试
用。所谓有用的才是便宜的，没有的再
便宜也是浪费。

鲁卫消证字（2011）第0050号
扈氏鼻炎膏百年立正堂萧山分店地

址：萧山区市心南路88号（西门药店二
楼，新华书店旁）

预约电话：81814477
服务时间：8:30—17:30（节假日不休）

百年传承鼻炎良方免费试用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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