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好书，巧遇咳喘良方
近日，天气逐渐转凉，咳喘

病也进入了高发季节，老咳喘人

群该如何度过寒冬呢？很多老

咳喘病患者开始忧心忡忡。咳

喘无论白天黑夜都在侵袭着中

老年朋友的身心健康。病人咳

得难受、喘得厉害，白天气喘吁

吁，夜里睡不着觉，备受疾病的

折磨和煎熬。一本好书记载了古代医学家孙思邈的

咳喘妙方，今日帮你对抗咳喘病，让你呼吸畅通，不

咳不喘轻松度晚年。

读懂这本书，孙思邈教你告别咳喘病
《孙思邈与咳喘防治》中记载了孙思邈“夜治咳

喘”的独特疗法与很多食疗、药补、中药调理的方

子。孙思邈以独特的视角，为读者全面揭示咳喘病

治疗的传统误区，深度揭秘“夜治咳喘”疗法的医学

理念与具体实施方案，讲述一个不一样的咳喘病防

治妙招，让老咳喘患者受益无穷。孙思邈针对发病

诱因入手，深入浅出地揭示了老咳喘发病根源，并对

治疗方法进行了科学剖析，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融知识性、科学性、实用性为一

体，堪称是老咳喘读者的活字典、教科书。本书不仅

汇集了孙思邈“夜治咳喘”的观点，还收录了大量真

实案例和防治方法，便于老咳喘患者对照学习。

专业人士评论说：该书集合各种呼吸系统疾病

的治疗要点、解决方案于一身，咳喘、肺病等患者的

一切病症、疑问，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看完、读懂

这本书，让您远离咳喘病！

免费申领热线400-1011-288

咳、喘、痰、憋、闷有问题，免费教你巧治老咳喘

寻找500名咳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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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

命”，广州一男子差点因牙疼要了命。

该男子因牙疼不在意，导致严重感染

一度入了 ICU，前后花了 17万元、治疗

2个月才保住性命。

41 岁的阿军（化名）不久前因牙

疼，自己找了点消炎药吃，后在家附近

的小诊所注射了抗生素。但数天后，

阿军出现高烧不退，下颌肿胀，转入暨

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诊断为口腔

颌面部间隙感染。参与抢救的穗华口

腔医院副主任医师贺文鹏称，阿军入

院时整个脖子 都 肿 起 来 了 ，呼 吸 困

难，不能平躺，拍片发现患者口底颌

下多腔性脓肿，急诊手术切开气管引

流。因为患者对普通抗生素已经产

生耐药，医院使用了第三代头孢抗生

素，但患者体温反复，出现大面积脓

肿腔，情况险恶，后转入 ICU。贺文

鹏称，当时患者一停用抗生素就出现

发 烧 ，入 住 ICU 一 周 后 情 况 有 所 好

转 ，转 入 口 腔 科 治 疗 却 再 次 出 现 脓

腔，不得不第三次手术切开引流。整

个治疗过程持续了 2 个月，阿军前前

后后花了 17 万元医疗费。

原本只是小小的牙疼，怎么突然

就病危了？据贺文鹏介绍，口腔颌面

部结构周围潜在的疏松结缔组织或

脂肪组织所充填区域被称为“口腔颌

面部间隙”，人体口腔颌面部共有数

十个间隙。口腔颌面部间隙感染均

为继发性，常为牙源性或腺源性感染

扩散所致。这类感染可导致进食、吞

咽讲话困难，严重可致窒息、败血症

甚至死亡。贺文鹏表示，口腔是一个

有菌环境，在免疫力低下、清洁不到

位等情况下，可能会发生感染如牙龈

炎、牙周炎等，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口腔

科就诊。

■王华 肖金

男子牙疼延误治疗 花17万元才保住命

为激励子女经常到护理院探望

父母长辈，江苏苏州福星护理院别出

心裁地推出了“奖孝金”管理制度。

这项制度规定：子女两个月内到护理

院探望父母长辈超过 30 次，就可获

200 元现金抵用券，“奖孝金”现金抵

用券可以在缴纳老人相关费用时抵

用。近日，福星护理院举办了首批

“奖孝金”发放仪式，总计 227 名子女

获得不同金额的“奖孝金”，发放“奖

孝金”达 3万多元。

福星护理院综合办主任尹宗胤

介绍，子女看望老人带来的精神上的

慰藉，是护理院工作人员所不能给予

的。子女在老人身边，老人的心情是

非常愉悦的，所以想到用这个方法来

激励子女多来看望老人。据福星护

理院长者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芙蓉

介绍，自从“奖孝金”管理制度推出

后，许多子女前来看望老人的频率明

显增加，有的子女以前一个星期来一

次，现在变为两三天来一次，以前两

三天来一次，现在几乎天天过来探

视。

吴先生已九旬高龄，生活难以自

理，一个人在护理院里生活了好多年，

平时只有护理人员陪着他说说话，即

便如此，他还是感觉非常孤独，经常独

自待在房间里不愿出门。最近，护理

人员发现吴先生儿子来探望的次数多

了起来，老人的心情也好了许多。吴

先生说，他的儿子是苏州当地一家建

材公司的老板，原来是 3 个月左右的

时间才会前来护理院探望一次，平时

父子俩见面的时间很少，儿子尽孝心

的机会更少。吴先生的儿子收到护理

院将实施“奖孝金”制度的通知后，心

绪一时难以平静，想起父亲小时候对

自己的养育之恩，总觉得对不起父

亲。自从“奖孝金”制度实施后，他坚

持每两天去看望一次父亲。

■澎湃

养老院探望父母奖钱后
子女探望次数暴涨

海天酒店
酒店集住宿、餐饮、娱乐一体

化；普通标间 118元/间，豪华标间

128元/间，小单间 108元/间，累计

住 3间全天房送钟点房 1个，3个钟

点房可抵一个全天房，多住多优惠。
地址：武陵大道与滨湖西路交会处（常德

海关大楼南侧）

电话：0736-7709059

精装修 房费低 好停车

地址：常德市中国人民银行大门对面

阎医生荣旭堂健康苑：13875153291

追凸宁 ，针对颈椎病、骨质增

生、坐骨神经痛、跌打损伤、肩周炎、风

湿、腰腿痛等，特别是腰间盘突出，通过

保健养护，髓核自然恢复。免费体验！

狐臭就用（狐特宁）

腰间盘突出
四川豪丰恒利公司
详询电话：028-68803888

由多家金融机构、民间投资公司组
建。资金雄厚，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资金支持，区域不限，伍佰万起，手
续简单，审批快，无任何费用。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新光华街 7号航
天科技大厦47楼

本公司实力雄厚，能

为小型企业和个人解决资

金困难周转，手续简单，当

天办理。

地址: 浙商广场 B座 1713

室﹙武陵宏大宾馆对面﹚

电话:13875161539张经理

卓信投资

油焖大虾、蒜蓉虾、
蒸虾、特色卤菜，让您尽
饱口福！

正宗潜江口味
正宗潜江虾源
正宗潜江师傅
龙虾现场洗剪、厨房

公开透明，餐厅干净整
洁，支持美团外卖。

地 址 ：沅 安 路 排 云 阁
往东100米

湖北小龙虾

定餐热线：0736—7168477

唐风采增发
非手术隐形无痕增发技术，专

业解决男女脱发、白发、秃顶及头

发稀少者的烦恼！可做寸头、前发

际、往后背头、女发、头发稀少加

密。快速恢复脱发者原有完美形

象。增发后可以随意梳洗、游泳、

打球及剧烈运动，满意后付款。

网址：WWW.tangfc.com
地址：常德市丹阳路216号
（维多利亚医院向北100米）

电话：0736—7750218

注册号：430702600411437

京源补发

地址：育才东路 202号（长怡中学
与市工商局中段）。
电话：0736—7261887
网址：WWW.Jybf888.COM

纯真发手工织发量身定制

浑然天成，犹如自身头发再生

让您远离秃顶、脱发、白发烦恼

可吹、拉、烫、染，方便自如

远离染发、烫发伤害

可游泳、打球及做任何剧烈运动

头等大事当然要交给京源发业

参加央视CCTV《对话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企业

纯手工真人发私人量身定制

注册号：430702600136683

本公司实力雄厚，能

为小型企业和个人解决

资 金 困 难 周 转 ，手 续 简

单，当天办理。

浙商广场A栋905室

（武陵宏大宾馆对面）

投 资

电话：18273669335（严经理）

紫米——俗称药米、补血米、
长寿米，历代帝王称为贡米。

据《本草纲目》医书记载，紫米
具有滋阴补肾、健身暖胃、明目活
血、清肝润肠、滑湿益精、补肺缓筋
等功效，可入药入膳，对头昏目眩、
贫血白发、腰膝酸软、夜盲耳鸣等
症疗效极佳，长期食用可延年益
寿。历代帝王也将紫米作为宫廷
养生珍品，称为“贡米”。

美微紫米由五谷丰农产品专
业合作社种植，热销抢购中。可开
店，可直销。

美微紫米粒粒香
每天一顿更健康

抢购热线：13826857193凌先生
好吃！因为原产！

分类广告电话：0736 - 2530790 排版QQ：1037513527
地址：柳叶大道常德日报传媒集团106室

友情提醒：本栏目信息不作为签订合同等法律依据，交易时请核对相关法律及对方资质条件，涉及经济往来请慎重！

欢迎刊登：注销、减资、变更、开业、拍卖等公告及各类证件遗失声明
市武陵城区华都大厦假日

后面、地段好，360平方米，精装

修，三间两层。手续设施齐全。

社区卫生服
务 站 转 让

电话：13077222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