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眩晕-猝死的幕后凶手
奇方妙手 眩晕一贴就好

头晕目眩、眼前发黑、站立不稳、
恶心出虚汗，头痛失眠这是眩晕症，许
多患者认为这是小问题，得不到重视，
医学证实：眩晕是由于大脑缺血缺氧，
神经平衡系统病变所致，严重患者可
引起中风、瘫痪、脑出血、脑痴呆、猝死
等严重后果。

【清眩通脉】理疗贴由中医世家六
代传人，现任国家健康研究院落的赵延
庭院士亲自组方，选取多种名贵药材，
采用国际尖端技术精制而成，通过穴位
渗透直接给药，使药物成分直达病灶，
比常规药品的药物浓度提高120倍以
上，经十几年数万例眩晕患者的临床验
证，能迅速有效地消除美尼尔综合症、
颈椎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等疾病所引
起的眩晕。一般使用当天：头晕症状减

轻，有轻松舒适感，头部疼痛症状缓解；
使用5-10天：目眩、头晕、头痛、耳鸣、恶
心、视力障碍等得到控制；使用2-3周
期：眩晕症状基本康复，有各种原因引
起的眩晕症，如(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美尼尔氏综合症、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颈性眩晕)等各类眩晕症状完全消失。
临床治愈率达到93 . 8%，被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为国家准字号眩晕特
效药贴。

迎新年，前30名订购可享受厂家
补贴，买2周期送1周期的优惠。

详询：0535-8452085
指定经销：华医堂药店(长途汽车总站
北门售票厅西侧)

各县市区免费发货

失 眠 不 用 再 吃 药
穴 位 疗 法 真 奇 妙

近期，笔者从市区各大药店获悉，人
们纷纷相传一种安全解决失眠的新方法：

“睡前1小时只需在肚脐上一贴，不用吃安
眠药，15分钟就可安然入睡，无依赖，无药
害，效果奇特，而且多家三甲医院患者经
三年临床验证，总有效率99 . 5%，被国家药
监部门批准为国家准字号外用贴剂，命名
为“黄金7小时”失眠贴。

“黄金7小时”是根据古法针灸理论而
来，通过现代科技物理刺激穴位，打通经
络，激发经气，通过经络感传系统，促进身
体的新陈代谢，调节紊乱的植物神经、中
枢神经系统及内分泌，改善全身科学管
理，滋养五脏，从而达到安神宁志、补心滋
肾、祛病助眠的作用。只要每天睡前一小

时贴一贴，通过皮肤和穴位，直接作用于
大脑睡眠控制中枢，在睡梦中持续进行调
节，3天明显改善睡眠质量，7天各种失眠、
睡眠障碍基本消失，4 5天不间断使用，彻
底将大脑睡眠控制中枢调节恢复正常，只
需3副药贴，彻底告别失眠 ,无副作用。愈后
好 ,不反弹，是目前治疗顽固性失眠最好秘
方。

另悉，目前该药在港城热销，市区本草
大 药 房 等 药 店 有 售 ，详 情 可 咨 询

6341227。迎春节特大优惠5天

买20盒赠20盒。前30名订购送全
年齐鲁晚报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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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政协委员张金波建议发挥中医药优势方便居民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李娜)

每天上下班高峰，企事业单位班车、
公交车争抢交通道路。往往公交内
人挤人，而班车却空位不少。在烟台
市政协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议进
行“班车整合”。

“有的单位班车能坐30人却只
有10多人在坐，有的单位班车太小
不够用。”烟台市政协委员王瑞说，

“如果能整合班车资源，不仅能缓
解交通压力，还能减少污染物排
放。”

“我有个建议，由政府来统筹
规划各单位的班车。按照各个单位
的位置和人员分布情况，科学规划
统筹考虑，统一规划班车路线，各
个单位人员上下班凭政府统一的
乘车卡乘车，这样能为公交车腾出
空间。”王瑞如此描述自己的提案。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于飞)
10日上午，在烟台市政协分组讨论
会上，政协委员孙崇信提出的关于
规范金融市场的提案，引起了同组
委员的热烈讨论。大家普遍认为，国
家应该出台政策，整顿金融市场，规
范投资环境。

孙崇信说，现在中国社会的投
资环境不乐观，大部分老百姓将钱
存在银行，但银行的利率比较低，为
了获得收益，不少人参与了非法集
资活动。“很多人将血汗钱拿去投
资，最后血本无归，这样的事例比比
皆是。”孙崇信说。

孙崇信建议国家通过立法，保
障投资者的利益，并由国家出面成
立保险公司，如果投资者遭受损
失，保险公司会通过保险制度给予
一定补偿。有了法律和保险公司的
双重保障，金融秩序会得到改善。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宋佳 ) “小病进社区，大病
进医院”的口号喊了好多年，
但社区服务站还是遇到发展

“瓶颈”。10日，本报“名医爱
心联盟”成员、烟台市中医医
院国医堂、烟台市政协委员
张金波在提案中提到，应发
挥中医药“简、便、廉、验”的
优势为社区卫生服务。

发烧感冒、头疼脑热的
也要进大医院，大医院摩肩
接踵，社区服务站却门前冷
落。记者采访了解到，市民青
睐大医院源于对社区服务站
医生医术的不信任。不少社
区服务站医生呼吁到大医院
学习、实践理论知识，提高医
术。

“目前社区服务站医护

力量薄弱，建议在社区服务
站开展中医药治疗、针灸、养
生保健等特色服务。”张金波
认为，发展中医药进社区是
开展好社区卫生工作、方便
百姓就医的良好举措，可以
发挥中医药简洁、方便、廉价
和效验的特点和优势，对社
区中百姓许多常见病、多发
病和慢性病具有独特和不可
替代的作用。

张金波在提案中提到，
社区服务站应重点围绕预
防、保健、医疗、护理、康复、
健康教育等方面充实中医药
综合服务内容，尤其重视针
灸、推拿、正骨、药膳、贴敷、
火罐、膏药、刮痧、熏洗等中
医药适宜技术的应用，方便
快捷地向社区居民提供医疗

保健服务。
其次，张金波认为要组

织各类中医药专家组成的队
伍进行社区义诊活动，建议
县以上中医院的名医定期到
社区坐诊，宣讲中医文化，手
把手教会社区服务站医生基
本知识。

此外，市、区政府在安
排相关经费补助时，可适当
倾向中医药服务工作的投
入，落实中医药融入社区卫
生服务的配套经费；加强人
才培养，建立民间中医合法
执业的长效机制，继续中医
药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社
区医疗服务工作制度和岗
位职责，完善中医药社区卫
生服务质控体系，规范中医
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宋佳)

一个城市能否吸引人才进驻，直
接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动力。烟台市
口腔医院院长、烟台市政协委员柳
忠豪认为，烟台在利用好当地高等
教育人才的同时，通过开展高层次
学术会议，进一步引进、培育好高
层次人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抓人才
工作要注重优秀人才引进。烟台市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各类人才，
要求在注重对现有人才培养的同
时，加大对优秀人才的引进，注重
人才作用发挥。

柳忠豪认为，通过建立适当
的人才激励机制、搭建人才干事
创业的平台，吸引国内外有较大
影响和较高学术地位的学术带
头人和学术骨干来烟工作，助力
烟台发展。

柳忠豪的提案中，对于如何引
进人才细化到可参考的具体做法
上。“可提供住房及住房补贴、创业
启动资金、办理社会保险、安置配
偶就业及子女入学，通过落实优厚
待遇，为人才选择烟台、发展烟台、
安居烟台提供坚实后盾。”柳忠豪
说。

毕竟烟台有优越的地理环境
资源，可以通过开展高层次学术会
议，让更多人才在参会的同时认识
烟台。“相信会有很多人才会因为
环境、人才激励机制爱上烟台。”柳
忠豪说。

柳忠豪认为，具有较强管理、
科研能力的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
担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
业的领导职务或直接聘任相应的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主持重大科研
项目和工程项目，参与重大项目咨
询论证、重大科研计划和省重点工
程建设，促进校企、校院、校政多方
联合、共赢发展。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董波 ) 近日，海阳市供电公
司在扎实推进农网改造升级的基
础上，先后对60个农村低压用电台
区实施迎峰度冬电网改造，有效缓
解了农村低电压难题。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于飞 ) “夏天大雾，冬天大
风，岛上经常十几天没法通
航，居民的基本生活物资都
难保障。”长岛县边防大队隍
城边防派出所民警许显朝
说，水上交通受天气影响太
大了，如果能通上海底隧道，
那长岛周边的交通问题就得
到解决啦。

许显朝常年驻守在南
隍城岛，岛屿面积1 . 6平方公
里。许显朝说，海岛上的土
质较差，缺少淡水，种植蔬
菜困难，副食品和蔬菜基本
都要从岛外运。由于海上常
年有大风和浓雾，海上交通
连续停航十几天是很平常的
事，居民的生活物资难保障。

“岛上有人生病的话，要
出岛就医很麻烦，遇到紧急
情况需要直升机救援。”许显
朝说，海上交通受天气影响
太大，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大
不便。另外，岛上的孩子从幼

儿园开始就要在外面上学，
可是家长不能陪着孩子一直
住岛外，通常是家里老人陪
着小孩在岛外租房子住，孩
子长期见不到父母，不利于
孩子的身心健康。许显朝希
望，长岛周边的交通问题能
够得到解决。

另外，许显朝说，岛上的
居民大都以养殖捕捞业为
生，但在发展的同时，必须要
重视对海洋环境的保护，让
环境问题尽量少地影响居民
生产生活。他希望，社会各界
能重视对海水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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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张金波在提案中提到，应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为社区卫生服务。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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