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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间间偏偏方方 免免费费治治鼻鼻炎炎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绝招

我们试回想，以往在空
气很脏、气味刺鼻的地方，或
是在寒冷、空气干燥时，呼吸
却仍然顺畅，肺和气管很轻
松就适应了下来。这是为什
么呢？——— 这就是鼻子的巨
大作用了。

现代解剖学发现，鼻腔
的结构非常巧妙：通过鼻毛
把灰尘、杂质过滤掉，让吸进
的空气变得洁净；再利用鼻
腔黏液，让空气变得温润宜
人。

实际上，鼻腔积聚的毒
素是最多的！我们稍一留心
就会发现，爱抠鼻子、或经常
感冒的人，就很容易引起毒
素爆发，出现鼻炎、甚至反复
不愈，最后导致呼吸不畅、大
脑长期缺氧，引起头晕、头

痛，工作、学习成绩迅速下降
等严重后果！

鼻腔的巧妙结构，
使得鼻炎毒素很难排除！很
多患者忍受不了鼻炎之苦，
被迫选择了手术。可往往是，
虽然切除了堵塞鼻腔的淤
肉，却暴力破坏了原本巧妙
的鼻腔结构，让“人体第一
站”保护功能遭受很大损失。

拔鼻毒、通鼻窍，古
方真个巧！

扈氏古方——— 扈氏鼻炎
药膏，经历400多年的验证、
14代扈氏传人的不断改良，
却传下来一手“巧拔鼻毒”的
绝活儿：将秘制药膏塞进鼻
腔深处，往往不到10秒钟，一
个劲打喷嚏，排出大量的脓
鼻涕。这一看，才知道毒素这
么多。奇怪的是，鼻子通了一
些！几天过后，喷嚏少了、排
出的鼻涕变清稀了，鼻子更
通了。

原来，跟传统的治鼻药
物相比，扈氏这个古方却是
讨了两个“巧”：

一巧：让鼻子来吃药。
400年来，扈氏这个药膏，不
用吃、不用抹，直接用独创的

“U”型棉棒蘸上药膏，送到
鼻腔深处，让鼻子来吃药。跟
传统的手段相比，药劲深入、

直达病灶，来的确实巧些。
二巧：巧打喷嚏拔鼻毒。

鼻子结构巧妙，毒素淤积很难
拔除，这也是鼻炎患者往往十
几年无法治愈的根本原因。扈
氏经过400多年的不断验证，
却用了一个巧法子：拔鼻毒的
时候，毒素一出，就刺激鼻腔
发痒难受，猛打喷嚏。靠打喷
嚏的强劲力道，鼻毒随之流
出，排出大量的脓鼻涕。

中医的精髓，往往就体
现在这个“巧”上，不但拔鼻
毒、通鼻窍，更是令无数患者
免除了手术之苦，这也正是
扈氏古方成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要原因。

笔者友情提醒：常年深
受鼻炎困扰的读者朋友，如
果您至今没有好的治疗方
法，不妨尝试一下咱老祖宗
留下的四百年鼻炎古方，也
给自己一个免除手术的机
会！

通知：

急慢性、萎缩性、过敏性
鼻炎，鼻窦炎患者

400年古方秘制的鼻炎
膏，请免费体验！
来电预约：0538-3275589

地址：肥城市肥城饭店
西80米(桃花源分局对过)

2009年，一个看似普通的鼻炎古方，被收录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政字[2009]

232号)。据了解，该古方是山东淄博市有名的中医世家——— 扈氏家族传承了400年的经典

验方。扈氏依古方秘制的鼻炎膏疗效突出，令很多患者免除了鼻炎手术之苦，这也是成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原因。(相关资料可查阅当地历史文献《滋博志》)

小鼻炎有大讲究——— 在中医，鼻子是人体健康的“第一站”

新闻回顾>>>

去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5 . 46亿元

城城镇镇居居民民可可支支配配收收入入3311661100元元
本报肥城2月3日讯(记

者 刘真) 近日记者从相
关部门获悉，2014年，肥城
市累计完成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35 . 46亿元，为年初目标
的100 . 1%，较上年同期增长
11 . 0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1610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14595元，分别增长
10 . 5%和13%。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肥城市累计完成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35 . 46亿元，为年初

目标的100 . 1%，较上年同期
增长11 . 06%。其中，税收收
入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
比重为73 . 66%，同比提高了
3 . 33个百分点。

2014年，肥城实现市内
生 产 总 值 7 2 0 亿 元 ，增长
8 .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87亿元，增长17 . 5%；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237亿元，增长
12 . 7%。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
余额403 . 11亿元、257 . 82亿元，
分别比年初增加46 . 21亿元

和16 . 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31610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14595元，分别增长
10 . 5%和13%。

2014年肥城市3家资质
公司实现对外承包工程业
务迅速扩展，完成对外承包
工程合同额14785万美元、
营业额19701万美元，分别
同比增长21 . 6%和43 . 1%。对
外承包工程完成额占泰安
市总完成额的60%以上，列
泰安市各县市区第1位。

本报肥城2月3日讯
(记者 刘真) 近日，肥
城市一位五旬男子刘某
某假扮女生在网上进行
诈骗，通过QQ聊天，博
得对方的信任后，便利
用女生的身份开始诈
骗。刘某某先后诈骗一
位小伙一万多元，目前
已被刑事拘留。

今年二十五岁的胶
州小伙小杨5月份在QQ

上认识了一名叫“小慧”
的年轻女子。这名年轻
女子自称大学毕业后，
通过父亲的关系，去海
关上班了。而小杨从QQ

空间里的图片中看到，
“小慧”相貌出众，刚从
大学毕业，还拥有一份
让人羡慕的工作，这让

小杨非常心动，于是小
杨对“小慧”展开了疯狂
的追求。经过半个月的
聊天中，两人逐渐发展
到恋人的地步，在小杨
的一再请求下，“小慧”
终于答应和小杨见面。
不过“小慧”告诉小杨，
父亲要帮她先把把关。

不久，小杨和“小
慧”的父亲在胶州见了
面，这位“准岳父”对小
杨非常满意。见面后，

“小慧”便告诉小杨，自
己要去外地出差，没法
QQ聊天了。不过，“小
慧”的父亲，还时常给小
杨打电话，多次以给朋
友孩子结婚随份子为理
由向小杨借钱，前后一
共借小杨1万余元，之后

就联系不到了。后来，小
杨的这位“准岳父”在骗
其他人的时候被警方抓
获。后经民警落实，这位

“准岳父”刘某某，压根
就没有女儿，也不是青
岛人，这一切，都是刘某
某自编自导的一场骗
局。

刘某某今年五十三
岁，肥城人，在胶州一个
工地打工。2014年，刘某
某听说网上聊天能骗取
财物后，觉得自己找到
了一条发财的捷径。于
是购买了一部智能手
机，开始学习QQ聊天，
假扮女生诈骗单身男青
年。目前，刘某某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

五五旬旬““大大叔叔””扮扮小小妹妹
QQQQ聊聊走走小小伙伙一一万万多多

本报肥城2月3日讯
(记者 刘真) 2月6日，
肥城市将开通9路城市
公交线路，新公交线路
贯穿于南北边城区，弥
补南北路段没有公交车
通达的缺憾。

据了解，9路城市公
交配6辆车，车长为5米
的燃油小型公交车。线
路走向及站点设置为教
师村—上海花苑—康城
丽都—清华苑—赵庄社
区—肥城一中路口—济
空家属院—中医院—新
华书店—盛世佳和—水
果批发市场—花卉市
场—伊家沟社区—孙
庄—农贸城，单程共计
7 . 2公里。发车时间 (冬
季)为早班为6：30；末班
为17：36；间隔12分钟一
班。线路全程票价1元/

人次，全线路营运实行
GPS智能调度。

据肥城市公共汽车
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清
华苑小区居民曾经反映
过小区门口没有设置公
交站点，附近公交站点

又距离较远，出行特别
不便；而一中路口、济空
家属院则没有公交车经
过，为了方便附近居民
出行，结合道路实际情
况，决定在6日开通9路
公交线路。市民如果想
了解公交车运行情况或
者对公交线路有更好的
建议可以拨打3222038投
诉服务热线进行投诉或
者进行线路咨询。

另外，肥城市公共
汽车公司对102线路进行
优化调整，调整后102路
公交车终点站更改为盛
世年华西门，不再开往
盛园小区、一腾集团、北
辛庄社区、义乌商贸城
等四站。更改线路后，102

路公交车全程票价仍为
2元，盛世年华—姜庄为
1元，姜庄—牛山森林公
园为1元。

99路路公公交交车车后后天天开开通通
贯贯穿穿城城区区南南北北

即将开通的9路公交车。 本报记者 刘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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