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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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紫竹竹文文苑苑要要交交房房 违违规规收收开开户户费费
开发商不具备征收资格，市物价局：不符合现行规定

本报肥城3月19日讯 (实
习记者 明敬丽 ) 近日，紫
竹文苑的几位业主在网上发
帖称，8月份交房时开发商将
收取开户费。根据现行管理
办法，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后，不得征收开口费、安
装费等。律师表示，开发商不
具备征收资格。

1 9日下午，记者见到了
在网上爆料的业主之一张先
生。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在紫
竹 文 苑 小 区 购 买 了 一 套 房
子，最近听邻居说交房时要
收取两万余元的开户费。

记 者 在 张 先 生 提 供 的
《紫竹文苑开户费用一览表》
上看到，收费项目共11项，其
中包括公共维修基金、契税、
暖气开户费、燃气开户费、供
水 、太 阳 能 、贷 款 保 证 金 、
RC20开户远程计量表、水远
程分户计量表、对讲系统、供
热建站等费用。

根据张先生购买的户型
面积粗略估算，一套108㎡的
房子，按一览表计算，加起来
的总金额将近3万元。他们曾
找过开发商，要求不交或少交
购房的开户费，但开发商没有

给予业主们明确的答复。
随后，记者在紫竹文苑售

楼处了解到，张先生所说的开
户费确实存在。在售楼处的工
作人员那里，记者也看到了

《紫竹文苑开户费用一览表》，
和张先生提供的照片一模一
样。据紫竹文苑的工作人员介
绍说，这些开户费一般在交房
时一次性支付。

据肥城市物价局工作人
员介绍，关于开户费的收取，
执行肥城市的现行规定。记
者了解到，2008年起，肥城市
人民政府下发了《肥城市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办法中指出：征
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后，
有关部门和单位收取的综合
开发费、基础设施配套补助
费及供水、燃气、供热 (冷 )的
增容费、开口费、安装费等不
得再征收。

记者从泰安市人民政府
网站了解到，通知里所指有
关部门是指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单位是指专业经营单
位(供水、供气、供热单位)。房
地产开发企业是缴费主体不
具备征收主体资格。

本报肥城3月19日讯(记者 刘
真 通讯员 王辰辰 梅延帅 )

近日，肥城市新兴产业园区电子商
务园正进行各功能区及入驻企业办
公室装修，商品展示厅、摄影棚已装
修完毕并投入使用。

今年，肥城市新兴产业园区把
电子商务平台列入区镇三大平台建
设之一，盘活利用现有资源，在义乌
商贸城建立电子商务区，作为发展
电子商务的主阵地。

新兴产业园区紧锣密鼓建设
“硬设施”，拿出专项资金投资建设
电商孵化器、网货展示区、摄影区、
美工室、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电商培
训室、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并建设
了20000平方米的大型物流仓储库。
目前，商品展示厅、摄影棚、电商孵
化器、电商培训室已装修完毕并投
入使用。

同时，电子商务园通过与泰山
学院电子商务研究所、雅讯淘宝等
专业机构合作，为入驻企业免费进
行美工、摄影、客服、运营等相关人
才的培训，并且成立专业导师团队，
对入驻企业进行一对一指导，现场
解决企业运营中遇到的难题。

据了解，目前已有北京泰克贝
思、木言木语、达润兴等10余家企业
入驻市新兴产业园区电子商务园。

本报肥城3月19日讯 (记
者 刘真 通讯员 刘洋)

近日，肥城市公安局接到多
起群众报警称：手机上收到
10086等号码发来的短信，因
轻信收到的短信提示，按照
短 信 的 要 求 逐 步 进 行 操 作
后，银行卡内上万元资金被
划走。

办案民警介绍，被骗群
众在收到10086等短信时，内

容显示“用户积分可以兑换
现金”或“用户需要升级系
统”等，并附有相关网址，进
入该网址并按照网站提示输
入银行卡账号及密码后，对
方很快就会将账户内的资金
划走，多名群众财产损失上
万元。

办案民警经过与银行核
实，银行证实短信上的网址
并非工商银行官方网站，并

且更换电子密码器业务需要
到营业室柜台办理，而非登
录网上银行。

移动公司也表示从未推
出过话费积分兑换现金的业
务，并且只会给长时间未兑
换 话 费 积 分 的 客 户 发 送 短
信，提示他们进入积分商城
首页进行兑换，在这个过程
中也不需要输入个人银行卡
号和密码等信息。

民警提醒，该类短信虽
然显示10086，看似是中国移
动等公司的客户服务专线，
但均是不法人员利用特种设
备冒充。群众如果收到该类
短信，要注意提高警惕，不要
随便打开里面的链接，不要
贪图便宜而相信“天上掉馅
饼”的事，避免因贪念或者好
奇心造成财产损失。

电子商务园装修
部分展厅启用

““1100008866””发发来来短短信信
套套走走银银行行卡卡万万余余元元

本报肥城3月19日讯
(记者 刘真 ) 1 7日下
午，一位年过9旬的老太
被戒指“咬住”手指，家人
赶紧拨打119报警电话求
助。不到10分钟，戒指被
成功取下。

17日下午，肥城刘先
生拨打119报警电话，称
自己年过九旬的奶奶，手
指上带的戒指“咬”住了
手指，造成手指出现红
肿，家人束手无策，无法
取下。

刘先生拨打龙山中
队的电话，龙山中队接到

电话后，了解到老人已年
过九旬，不能下床的实际
情况后，不到5分钟的时
间，龙山消防中队许晨等
3名消防官兵就赶到了老
人家里。

老人的手被戒指牢
牢卡住，由于戒指卡在手
指的时间过长导致血液
循环不顺畅，手指出现红
肿充血。了解情况后，消
防官兵利用细小的镊子
伸入戒指缝隙中，将老人
的手指固定好，再用尖嘴
钳和铁皮剪小心翼翼地
将戒指剪开。不到5分钟，

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
“咬手”的戒指终于被剪
断取下。

老人向中队官兵表
达了谢意。据她介绍自己
手上戴着的这枚戒指已
经很多年了，几天前突感
不适，但当时并没有在
意，可是到了17日下午，
戒指始终卸不下来，手指
越来越肿胀疼痛。肥城消
防提醒市民，不少老人长
时间佩戴的戒指等首饰，
要定期拿下来舒展手指，
以免佩戴时间过长导致
戒指“咬手”。

戒戒指指戴戴多多年年

““咬咬住住””手手指指摘摘不不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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