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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有了口臭便秘，如何缓解尴尬？治口臭口疮请用养阴口香合剂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是病原真菌
引起的甲感染。灰指甲变形、发黑(黄)需及时治
疗，避免传染健康指甲，灰指甲患者选药，请认
准 伊 甲 牌 复 方 聚 维 酮 碘 搽 剂 ，国 药 准 字
H52020539，专药专治。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贵州万顺堂药业生
产的药品——— 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用于
甲癣、手癣、足癣、头癣、花斑癣等。对真菌、细菌等
均有效，还能软化指甲角质层，增强药物皮肤渗
透。涂搽本品于患甲，坚持使用至新甲长出。每天1
-2次。简单又方便，坚持治疗有信心。

灰指甲的患者在潮湿的环境和季节，应注意

个人卫生或避免人为的使指甲表面组织不断受异
物侵蚀破坏，使指甲愈加脆弱，引起感染或复发。

灰甲不灰心，治疗有方法 患了灰指甲，怎么办？
治疗灰指甲可用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治肠炎止腹泻——— 安场牌鞣酸苦参碱胶囊 腹泻、急慢性肠炎可用安场牌鞣酸苦参碱胶囊

生活中可能会出现腹泻，有时反反复复，有
时饮食刺激、或是精神紧张就腹泻难耐，可能是
患上了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肠易激惹综合
征引起的腹泻，要及时专业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
碱胶囊，用于功能性腹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
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苦参碱总碱具有升高白
细胞数，加强机体免疫力而起抗菌作用，鞣酸
可使肠黏膜表层内的蛋白质形成一层保护膜
而减轻刺激，降低炎症渗透物和减少肠蠕动，
起收敛止泻作用。拉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

牌鞣酸苦参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长期腹泻
患者应按疗程使用，巩固疗效，儿童成人用法
用量请阅读说明书。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经销药店与下面伊甲相同 （广告）

经销药店：济南：祥和堂药店 (高新齐鲁软件园)、聚成阁连锁、漱玉平民连锁、平嘉连锁、好药师连锁、天马医保城连锁；济宁：广
联连锁、明珠连锁；烟台：燕喜堂连锁；威海：燕喜堂连锁、环翠楼大药房；潍坊：金通连锁、远东连锁 ;青岛 :医保城、国风、众生、成
大方圆、利群、丰硕堂、海王星辰、百姓阳光、北京同仁堂、一丰堂、春天大药房、鹤春堂等各大连锁药店均有售。 （（广告）

经销药店：济南：三九连锁、祥和堂药店、聚成阁、漱玉、平嘉、海洲、立健、好药师、天马医保城；济宁：广联、漱漱玉、明珠；烟台：立
健、燕喜堂；威海：燕喜堂、环翠楼大药房；淄博：仁和堂；潍坊：金通、远东；青岛：医保城、国风、众生、成大方方圆、利群、丰硕堂、海
王星辰、同方、紫光、百姓阳光、北京同仁堂、一丰堂、春天大药房、鹤春堂等各大连锁药店均有售。 （广告）

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
肠 易 激 惹 综 合 征 请 用
安 场 牌 鞣 酸 苦 参 碱 胶 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急慢性肠炎、

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少数人有头昏、嗜睡、恶心等症状。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688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231-00009号

网址：http://www.gzwst.org

出现：口臭、咽干口苦、胃灼热痛、口腔溃

疡、肠燥便秘等症状的人群,如果胃热津亏、阴

虚郁热，可选用养阴口香合剂。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高原苗药养阴

口香合剂，国药准字Z20025095，选用贵州名贵金

钗石斛鲜品入药，从药材源头把关，精选十余味

地道药材而成。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胃泻

火、行气消积，用于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

口苦,胃灼热痛,肠燥便秘。一次30毫升,一日两

次。疗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用药同时还应避免：熬夜、烟酒过量，过食辛

辣肥腻等不良生活习惯,注重休息,缓解工作压力,
有益于康复。养阴口香合剂，呵护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和使用。【功能主治】清胃泻火，滋阴生津，
行气消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
所致的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
苦、胃灼热痛、肠燥便秘。

【禁忌】、【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5095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231-00007号
网址：http://www.gzwst.com.cn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
请用养阴口香合剂！

乙 类

OTC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适应症】1 .用于甲癣、手癣、足癣、体癣、头癣、

花斑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

2 .用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激如烧灼感，或

过敏反应如皮疹、瘙痒等。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52020539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231-00010号

网址：http://www.gzwst.com.cn

甲 类

OTC

甲 类

OTC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如意 通讯员 王昆

孩子患了感冒，哪家医院都可以治疗，
但如果孩子得了肺炎、重症肺炎又到哪里去
诊治？咳嗽久治不愈怎么办？患了哮喘甚至
是难治性哮喘又该怎么办？对那些很少听说
的闭塞性细支气管炎、肺含铁血黄素沉着
症、支气管肺发育不良、间质性肺炎等慢性
肺部疾病，哪里又有特色疗法？

近日，记者在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济南市儿童医院)了解到，孩子患了上述呼

吸道疾病，医院呼吸科会帮您解除困扰，为
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山东大学齐鲁小儿呼吸科是济南市市
级重点专业，现设有呼吸专业病房和山东省
儿童哮喘防治研究中心，开放床位112张，年
专业门诊量达18 . 64万人次，疑难、危重病例
占住院病人的49 . 6%，抢救成功率100%；特别
是在哮喘危重症救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
诊断、慢性肺疾病如闭塞性细支气管炎、肺
含铁血黄素沉着症、支气管肺发育不良、间
质性肺炎等方面总体水平居国内先进。

在省内最早应用GINA方案开展小儿哮
喘的吸入疗法和规范化管理，目前拥有德国
耶格和森蒂斯多功能肺功能仪，开展常规肺
通气功能、脉冲震荡等检测，可满足各年龄组
肺功能检查的需求；拥有呼出气一氧化氮检
测仪，可以开展各年龄组无创气道炎症检测；
此外，还有多参数心电监护仪以及适用于各
年龄组的雾化装置等，为呼吸道疾病的诊断、
治疗、病情监测及疑难危重病人的救治提供
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齐鲁儿童健康大讲堂两周一期，欢迎关注)

孩子得了呼吸道疾病莫慌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还孩子顺畅的呼吸

丁明杰，主任医师，首席专家
擅长呼吸系统疑难疾病、难治性哮

喘、慢性间质性疾病、重症肺炎等的治
疗，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诊断、
治疗等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韩玉玲，主任医师，呼吸科主任

擅长呼吸系统疑难病诊治、危重症
救治及慢性肺疾病诊治及管理，支气管
哮喘及慢性咳嗽的防治、管理与教育。
于华凤，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儿科呼吸、肾病和传染病等专业
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方面有着
丰富的临床经验。
段春红，儿科硕士，主任医师，滨州医学
院兼职副教授

擅长儿内科常见疾病，尤其是对小
儿慢性咳嗽、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喘
息性疾病等儿科呼吸系统疾病及常见

儿科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治有较丰富的
经验。
马香，医学博士，呼吸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在小儿哮喘、慢性咳嗽及呼吸道感
染性疾病防治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
程璐，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

擅长诊治疾病：小儿慢性咳嗽、反
复呼吸道感染、儿童喘息性疾病。
赵秀侠，医学硕士，主治医师

擅长诊治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
儿童喘息性疾病。
张赟，医学博士在读，主治医师

擅长诊治疾病：肺炎、反复呼吸道
感染等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支气管哮
喘、变应性鼻炎等变态反应性疾病及慢
性肺疾病。

专家介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韩虹丽

今年3月5日，临沂市莒南县朱芦镇刘
家东山村的刘镇源感到头晕，屁股疼痛。
家人带他去医院拍片发现没有异常。两天
后，镇源开始反复发烧。父母带着他到医
院做了检查，结果发现血小板数量偏低。
家人又带着镇源到了青岛的医院做进一
步检查，3月10日检查结果显示，镇源得的
是急性白血病。

像晴天霹雳一般，镇源的父母在医院
外抱头痛哭。一直以来，刘先生都靠自己的
力量供养家里八口人，镇源的病让原本就
拮据的家庭经济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亲戚
朋友借了个遍。

刘先生介绍，镇源的爷爷前两年做过
两次手术，为此家里欠下了四五万的债
务。家里还有个老祖，今年95岁了，基本生
活不能自理。家里除了儿子镇源，还有2个4
岁的双胞胎女儿，镇源的母亲要照顾孩子
所以没能工作，刘先生白天开车，晚上给工
地上装卸水泥沙子，偶尔会打点零工，有空
还得干地里的农活。这样干下来，上个月
总共有4200元的收入。

孩子患病后，就连患病的爷爷也在村
里人的帮助下找了份看大门的工作，照顾
双胞胎和照顾老祖的重任，落在了镇源奶
奶和妈妈的肩上。

目前，镇源已经做了第一个疗程的
治疗，花费了10万元左右，正在家等待第

二个疗程的治疗。眼看第二个疗程的治
疗就要开始了，但治疗费用还是让父母
愁眉不展。据悉，在化疗期间还要大概花
费30万元左右。

刘先生表示，目前孩子恢复得不错，
等身体到了一个不错的状态，医生建议做
骨髓移植手术。骨髓移植进仓就要花费30
万元，还不包括后续的治疗及营养。镇源
的父亲刘祥兵恳请各位爱心人士能伸出
援助之手，救救孩子，您的一片爱心将是
孩子重生的希望！

为了帮助像镇源这样突遭大病的家
庭，齐鲁晚报联合水滴筹等公益组织设立
了齐鲁个人大病求助平台。

如果您愿
意向镇源伸出
援手，可以扫
描二维码查看
详情，并献出
您的爱心。如
果您也有类似
求助需求，也
可拨打平台热
线咨询。

14岁临沂少年患急性白血病
急需好心人出手相助

5月1日，是刘镇源15岁的生日，本该与爸爸妈妈和两个双
胞胎妹妹一起开心地吃蛋糕，可没想到今年生日前夕，镇源却
一直在和病魔搏斗。

济南市济阳区仁风镇成立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及7名分管领导等组成的领导小
组，制定《仁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
案(2020年)》，明确从4月份开始，将每月第一
周定为仁风镇“有害垃圾宣传收集周”，发
动各管区、村开展垃圾分类集中活动。

创新活动，示范带动。累计开展8次垃
圾集中收集活动、垃圾分类宣讲活动，依
据群众垃圾回收量、分类准确率等标准，
予以兑换毛巾、脸盆等礼品，通过现场示
范指导等方式提高群众垃圾分类意识，激
发参与积极性。目前已有1700余人参与，
回收各类垃圾2吨。

宣传引导，营造氛围。印发《仁风镇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宣传实施方案》，通过喇
叭广播、悬挂公示牌、微信群转发以及

LED电子屏播放等方式，鼓励群众自觉进
行垃圾分类，制作印发垃圾分类指导手
册，帮助指导群众快速学习垃圾分类准
则，形成“线上”“线下”全方位、无死角宣
传覆盖。目前已悬挂公示牌100余块，印发
指导手册1万余本，明白纸1万余份，制作2
条音频并启用LED电子屏19块。

硬件保障，试点先行。为全镇80个村
统一配备四类分类垃圾桶，重点打造后
岳、前岳、李八等6个村为垃圾分类示范
村，设立6处垃圾分类收集亭，安排专人负
责示范村垃圾分类工作，逐步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垃圾分类模式。计划2020年
底全镇形成完备的垃圾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系统，达到公共机构及相关企业垃圾
分类覆盖率100%，垃圾减量35%的目标。

仁风镇垃圾分类全覆盖
统一配备分类垃圾桶

4月15日上午10:00，由济南妇儿医院、
济南市红十字会雨荷基金医疗援助办公
室、约苗平台联合举办的4 . 15“全国抗癌日
关爱女性 关注两筛暨济南妇儿医院第26
届全国肿瘤宣传周”活动全面启动。

两癌已成为危害女性健康的两大杀
手，但两癌是可防可治的。早期发现乳腺癌
及宫颈癌90%以上都能治愈，因此，定期筛
查就特别有意义。此次活动旨在提高女性
对健康的重视，增强女性对乳腺癌、宫颈癌
的认识，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降低
女性宫颈癌和乳腺癌的发病率。

“关爱女性 关注两筛暨济南妇儿医

院第26届全国肿瘤宣传周”活动的全面展
开，将提高广大女性对“两癌”疾病的认
识，增强女性的保健意识，对提高女性生
活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4月15日
起，广大女性可以通过济南妇儿医院指定
平台或拨打电话0531-86269999预约参
加两癌筛查和子宫肌瘤普查活动(仅需10
元报名费)。两癌筛查项目包括：液基细胞
病理学检查TCT、阴道/宫颈分泌检查、
电子阴道镜、乳腺彩超；子宫肌瘤普查项
目包括：电子阴道镜、妇科彩超、白带常
规，子宫肌瘤病理检测五折、手术援助基
金2000元。

济南妇儿医院启动全国肿瘤宣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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