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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再推“反腐大片”

10余名落马纪检干部当主角

主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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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桂龙药膏经销地址：市区药房健之佳药房，福利大药房，海王星辰药房，华安堂药房，同吉康药房（北门大桥北），贝尔康大药房，康鑫药房（龙潭寺华冠路店），华夏药房，科创大药房（驷马桥横街），瑞人堂（水碾河路），德仁堂药房，芙蓉大药房。红牌楼康源药房，同善堂药房，康美佳药房（肖家河店），海天药房，大华药房，华博大药房簇桥簇锦北路），御民堂大药房 同康
药房（青羊宫对面），大维康药房（陕西街店），立创健康药房，瑞康大药房，成都大药房，金牛区益生康药房（高家菜市），诚康药房（沙湾店），平心堂药房（黄田坝），中一堂药房（中医附院旁），兰宏药房（九里堤南路），成都同仁堂，神草堂药房（大慈寺旁），美信药房（莲花中路） 郊县药店东升镇仁和堂（教育局对面)，龙泉国民药店(驿马桥旁），十陵培元堂大药房（东方家园后门)。
新津：寿龄堂药房(新民街) ，金山角药房(武阳西路)。温江：万华大药房，常春大药房(温中斜对面）。崇州：蓉城百姓连锁。大邑：命源大药房(川西医院斜对面)。邛崃：利康大药房(南岳街店），新都：永昌大药房（新中路）郫县：宁丰堂连锁药店，济州堂各连锁，郫县合和堂（郫县豆瓣厂旁）。都江堰：华康大药房（蒲阳路），卫康各连锁。青白江：长春药店.（政府北路)，金堂：长安
药房(幸福路店)。浦江县:康福莱大药房（驭虹路） 二级市场：德阳：德阳康贝药店（西街20号），太极德阳大中药业，德阳大成药房连锁 乐山：犍为百姓缘大药房，金都大药房（柏杨中路医院斜对面），市中区嘉禾大药房。绵阳：安康药业连锁，天天平价连锁。达州市：九九医药超市（二马路）。攀枝花：鑫华仁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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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五脏之间生克制化，每
一脏在功能上有他脏的资
助，不致于虚损，又能克
制另外的脏器，使其不
致于过亢。本脏之气太盛，则有他脏之气制约，
本脏之气太虚损，则又可由他脏之气补之。所
以，预防调养老慢病应该五脏同调。

许多患有霉菌性阴道炎的女
性，会出现白带增多的症状，有的自
行买些消炎药物治疗，但是，坚持服
用一段时间，症状好转，一旦停用两天，
症状反而加重。

症状反反复复，严重干扰了女
性朋友的正常生活。

专家表示，对于阴道炎的治疗，
主要有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夫妻同
治等方法。针对不同的患者采用不

同的治疗方法。作为阴道炎最常见
的一种表现炎症，霉菌性阴道炎治
疗后非常容易复发。

该病多数由于念珠菌感染所
致，多见外阴肿胀，表皮可剥脱，可
有抓痕。

小阴唇内侧及阴道粘膜附有白
色膜状物，擦除后可见阴道粘膜红
肿或糜烂面及浅表溃疡。典型的白
带为白色、凝块状和豆渣样，略带臭

味。建议服用气血双补丸、归脾胶
囊、金鸡胶囊等这三类药物属于中
成药，不仅可以恢复免疫能力，而且
能够健脾除湿、补益气血，坚持服
用，可实现标本兼治的效果。

此外，患者还要注意内衣裤禁
止与鞋垫袜子同时洗涤,内衣裤洗好
以后最好在太阳下曝晒，每天用清
水洗外阴就可以了，就不要多此一
举地使用护理液了。

霉菌性阴道炎致白带增多 中成药治疗效果好

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
宜采取先治“心”再降脂方法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笑，就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
冬色。"这句话强调了笑的功能和作用。微笑是一剂良药，可
以医治各种疑难杂症，让家庭和睦，人际和美，社会和谐。

微笑是延年益寿的好良方。"笑一笑，十年少"，有一定
科学道理。据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微笑有延缓衰老、降低血

压的功能，还可以美容减肥，是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
学会了微笑，你就学会了如何生活。

学会微笑，可以产生相得益彰、互惠互利、互帮互
助的作用。让人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可爱，让
人与人之间变得真诚、友爱、愉快、舒畅。不会微笑、没
有微笑、吝啬微笑的朋友，请立即学会微笑，马上开始

微笑，用微笑去工作、去生活。你会体验到美妙无比的感
觉，收获意想不到的回报。

人人都应该要学会微笑，如同奈斯比特所说，"快乐的微笑
是保持生命健康的唯一药石，它的价值是千百万，但却不要花
费一分钱。"愿君学会微笑，愿天下人都笑颜常开。

退行性骨关节炎的三大治疗方法

这里是大型公益养生栏目《五脏养生堂》，这里有跨越千年的中医精纯，这里有贯通古今的养生精华，这
里有让你一学就灵的健康妙招。从大病到小症，我们认真解答；从急症到慢病，我们见招拆招。健康就在《五
脏养生堂》！

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及工
作、生活环境的变化,人类摄入
高能量的饮食,导致人体代谢
异常,血脂升高, 从而导致冠
心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

同时，许多冠心病患者会
出现头晕、头痛、胸闷、气短、
心悸的症状。那么，冠心病合
并高脂血症要怎么治疗呢?

专家表示，主要是药物进
行干预。在患者能够正常服
用治疗冠心病药物的前提下，
通常坚持服用中药膏。同时，
对患者进行降脂治疗，根据不
同的血脂异常具有针对性的

对患者用药，如果是胆固醇过
高的患者要使用他汀类、降胆
宁，如果是甘油三脂过于高的
患者就使用苯扎贝特进行缓
解和治疗，这样能够有效的延
缓或者是阻止动脉硬化的进
展。并且对所有的病患者使
用阿司匹林，其使用量是每天
100mg，对发生过敏现象的患
者使用波立维。（请在医生指
导下服用）

专家建议，患者要避免摄
入过多脂肪和甜食。烹饪时应用
植物油，不要用动物油，每日食用
油摄入量不宜超过25克。

退行性关节炎又称肥大性
关节炎，是指一些老年人常常
会有腰痛、腿痛、关节痛。由于
它多见于老年人，因而也称作
老年性关节炎。

骨关节炎的发病原因有很
多种，其中很多人都是由于关
节退行性病变而导致的，专家
指出，目前临床上对于这种疾
病的治疗常采取运动治疗、中
药治疗以及物理治疗。

一、运动治疗：股四头肌力
量锻炼、膝盖活动性治疗、膝关
节强化治疗等。 尤需注意的
是，不能通过反复蹲起等较为
剧烈的动作来“磨合”关节。

二、中药治疗：一般来说，
退行性骨关节炎宜采用中成药

物治疗，通过坚持服用湿肾补
血、舒筋活络的中药膏，搭配滋
肝补肾、消肿止痛的药物、无敌
药酒，控制效果好，并可实现标
本兼治的目的。

三、物理治疗：物理治疗是
利用冷敷、热疗和运动等方式
减轻患处疼痛，同时增强关节
周围肌肉的力量及扩大运动范
围，来增加关节的活动度，恢复
关节功能。

骨病专家表示，对于退行
性骨关节炎一定要引起重视，
如果错过了疾病的最佳的治疗
时间，不仅治疗难度加大了，同
时还会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很
大的隐患，所以早发现早治
疗是很关键的。

学会微笑这剂良药
医治百病延年益寿

东晋年间，生活在扬州一带李姓人
家，身为长子的李长恭，很早便承担起家
庭重担。十五岁那年，他来到张姓粮店
打工。

一日，张长柜遇有急事，便将粮店事
务交待给了李长恭。李长恭忙于生意，
此时，张长柜的儿子张子森恰好来到粮
店玩耍，将粮店钱匣里的银子偷偷地拿
走了一两。

晚上，李长恭整理账务发现少了一
两，并如实告诉了张长柜。此事一出，李
长恭甚为郁闷，晚饭未吃，大约到了午
夜，饥渴难耐，便草率地喝了一大碗凉水
充饥。早上醒来，胃痛胃胀，并伴有发
烧，无法进食。张长柜见状，通过朋友找
到了名医葛洪。

葛洪细看过李长恭的病情后说道，
“由于胃气受凉，又偶感风寒，致胃气虚
弱。”于是，开出药方：肉桂一斤，吴茱萸
半升。水五升，煮取一升半，分再服。连
服两日后，李长恭痊愈。

账目出错郁闷至极
肉桂入药治愈胃胀

028-86969013

2014年 5月 4日，中央纪
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
像往常一样来上班。

没想到，他会在自己的办公
室被带走调查；同样没想到的
是，自己会成为党的十八大之后
中央纪委机关首个被调查的厅
局级领导干部。

魏健在中央纪委机关多个
岗位担任过领导职务，参与查办
过薄熙来案、戴春宁案等多起大
案要案。他被调查的消息在同
事中间也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经过调查，魏健涉案总金
额达数千万元，向他送钱送物
的人员达到一百多人，其中既
有官员、也有老板，既有同学、

也有同乡。
魏健曾先后在第五、第二、

第四纪检监察室工作过，联系过
多个地区和部门，而他打招呼帮
人办事，也遍及联系过的十多个
省区市。

2005年之前，魏健在河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
因为工作表现优秀，被调到中央
纪委从事纪检监察工作。他第
一次单笔收受大额贿赂，就是在
调到中央纪委不久之后，一个在
河北认识的老板专程到北京家
中来看望他。这位老板把钱放
到存折里，然后给魏健，说“你到
北京来了，北京什么都贵，买房
子算老兄赞助你的”。

到中央纪委工作后，主动来
和魏健交往的这类朋友变得越
来越多，魏健也并不拒绝。

有一年春节，一名老板请他
到海南旅游，安排他住在自己的
别墅，魏健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
的想法。他回忆说，“我去了一
看他那个别墅，真是豪华，当时
我就看傻了，我说他们得挣多少
钱啊！所以到后来他们给我钱，
我说实在的，我心里就真有点，
你给我来进贡，进吧！反正都是
朋友，另外你也有这个实力，你
也出得起。”

收的钱，都藏在一个房子
里，好多钱没花。在被带走调查
后，魏健一夜白头。

十八届
中央纪委
七次全会
即将召开

据新华社报道，中
共中央政治局2016年
12月 28日召开会议，
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 2016 年工作汇
报，研究部署 2017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会议同意
2017年1月6日至8日
召开十八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
体会议。

在十八届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
全体会议召开之前，中
纪委再推反腐大片《打
铁还需自身硬》，片中
主要拿违纪违法的纪
检监察干部“开刀”，很
有深意。

数据就能说明问
题。据中央纪委监察
部网站消息，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
共处理 38人，其中立
案查处 17人、组织调
整 21人，全国纪检监
察系统共处分7200余
人、谈话函询4500余
人次、组织处理 2100
余人。

继中纪委反腐大片《永远在路上》后，第二部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于1月3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将持续播出到本月5日。
该专题片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坚决清理门户，严防“灯下黑”，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

纪检监察队伍，体现“打铁自身硬、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韧劲。专题片摄制组采访了30多名纪检监察干部，拍摄了10多个案件。朱明国、金道铭、魏健
等10余名严重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现身说法，剖析自己违纪违法行为和思想蜕变过程，发人深省、令人警醒，有很强的警示和教育意义。

被陈重光案牵扯出的另一名纪委
干部，是2012年到2015年担任广东
省纪委副书记的钟世坚。这个纪委副
书记家中查出的财物，让办案人员印
象深刻。

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工
作人员说：“别人送来的酒有上千瓶，就
放在自己的家里。还有虫草，我们从他
家里检查的时候，光这个虫草就重达
200多斤。好多现金就是成捆的，就从
来没打开过，就是从收了就放在那儿，

一扎一扎的，印章有90年代的”。
2014年，茂名市纪委空缺出一个

副书记岗位，陈重光希望能再次晋
升。在钟世坚的帮助下，陈重光顺利
获得了候选人提名。然而他们并没有
想到，正是在对提名人选进行审查的
过程中，有人实名举报了陈重光的问
题线索。广东省纪委随即对陈重光案
一查到底，从中发现了和朱明国、钟世
坚相关的问题线索。

综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央视等

2014年，广东省化州市纪委书记
陈重光，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了广东省纪
委原书记朱明国和省纪委副书记、监
察厅长钟世坚涉嫌违纪的线索，这两
名领导干部也相继被立案审查。朱明
国在2006年到2011年期间担任广东
省纪委书记。2007年时，陈重光在茂
名市担任监察局副局长，为了获得职
务调整，他想方设法通过关系，打听到
了接近朱明国的办法。

陈重光自己回忆：“当时海南到五指
山他家去认识的，好像他一般清明都会回
家一趟。我每年清明都会去看一下他，有

时候50万，有时候100万这样地送。”
朱明国落马后，从他在老家建胡别

墅里搜出了大量财物。经调查，他收受
各项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1亿余元，
另有9104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
源。2016年11月法院公开宣判，朱明
国被判处死缓。

朱明国自己说：“第一次你打开了
潘多拉盒子之后，比如说你第一次收
了10万，那么你收了10万和收100
万，收100万和收1000万，它只不过
是加一个零。这一步迈出去之后，你
没有外力的强制和组织上的干预，靠
个人不容易停下来”。

天津海河边有一幢十分醒目
的楼盘，名叫君临天下。在这幢
楼里，有中央纪委的干部以三折
的低价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房
产。

这名购买房产的干部就是
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
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罗

凯，他从该开发商手中先后低价
购买了四套住房、两间商铺，而
他则在自己联系的天津地区多
次为该开发商在土地审批、工程
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

该开发商除了在天津，在江
苏和山东也有投资，于是罗凯又
介绍他认识联系江苏、山东的同

事——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
察室原处长申英。

翻开罗凯和申英的案卷，金
条、名表、珠宝、商人赠送的礼品
琳琅满目。而他们只需在饭局
上出个面，就能为商人带来巨大
的利益。

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

被带走后，他一夜白了头

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罗凯：

三折低价就可以买几套房产

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钟世坚：

现金成捆，收的虫草重达200多斤

广东省纪委原书记朱明国：

打开收礼潘多拉盒子后不易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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