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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65320987
广告

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肾
主骨、心主血、脾主运化、肺主呼吸、肝主疏泄，各种慢性病都
由五脏虚弱受损而引起。五脏同调是解决中老年人慢性病
的好方法。

葛洪牌桂龙药膏，药材好，药量多，迅速吸收，分入五脏，

葛洪 祝您远离慢性病 晚年健康有福气

抢购
热线：

神奇本草中华之经典，今日推荐一位

美女大力士——牛大力，别名山莲藕、大

力薯。为豆科豆科崖豆藤属植物，学名美

丽崖豆藤。牛大力以根入药，主要成份为

蛋白质、淀粉质及生物碱等。牛大力同时

兼有强筋活络和补虚润肺两种功能，可以

说是集美女与大力士于一身了。

江南一带均有用牛大力做食疗的传统，例

如：猪骨汤中将牛大力和杜仲合用具有补肝

肾，强筋骨，补脾益气的作用；或者将牛大力和

千斤拔合用具有滋补肝肾，强壮筋骨的作用。

蚝豉汤中将牛大力和栗子同用具有补腰肾，强

筋骨，滋阴养血的作用。牛大力和五指毛桃合

用制作茶饮具有润肺止咳的作用。

中药膏的组方中就有牛大力、千斤拔、杜仲

等药材，具有温肾补血，舒筋活络的作用。适用

于肾阳不足和气血亏虚引起的风湿骨痛、胸闷

气短、尿频腹胀、失眠多梦等症状。

牛大力强筋活络
山莲藕补虚润肺

神奇本草
028-86969013

父母的老慢病，有没有让你一筹莫展？孩子一
有病，是不是你就手忙脚乱？爱人的老毛病，会不
会让你为他的健康担心？《养身集》一档全新的养生
健康知识传播平台，从喝水到吃饭，从工作到睡觉，
全面解析养生之道，为您开启健康通道。

家庭应该常备哪些药才能应
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突发情况？身
体问题太多，先治啥病才算正
确？用药反应太大，停药担心病

情恶化该咋办？
《家庭小药箱》膏剂、丸剂、胶囊

专业介绍，中药、西药、小药药药俱
到，大病、重病、小病一管到底。

问题汇总

心脑血管
疑难本周《今日福利》即将推出针对“五

高”人群的草本茶饮活动见报后，两日来，
咨询电话持续不断。今日特推出针对高
血压人群的草本茶饮，望莫失良机。

高血压人群常见症状有，头晕头痛、
恶心呕吐、视物不清、心悸气短、耳鸣等。
生活中，高血压患者不仅需要随时注意血
压的变化，同时，还要在生活习惯方面做
一些调整。例如：1、注意饮食，控制体重；
2、限盐（小于5克/日），增钾（多吃海产动
植物）；3、注意调节情绪，保持愉悦心态；
4、戒除烟酒；5、坚持体育锻炼等。此外，
高血压人群的调养十分重要，用药治疗的
同时，辅以生活、环境、精神等方面治疗。
尤其是，平日里坚持饮用中草茶饮，不仅
简便易行，而且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次，我们本着服务大众，帮助你早
日恢复健康的初衷，经工作人员从民间众
多茶饮高手收集后，经权威药师们鉴定的
草本茶饮，将推荐给大家。

你还在喝白开水吗？
五高人群你错在哪？
——拯救高血压人群！缓解

头痛、头晕、
耳鸣、心悸、气短

今日福利

高手出招

老年女性常见晚上睡不着，有时
通晚，有时到2点以后才能睡着。更烦
人的是，还会伴随老年性阴道炎反复
发作，白带多又黄，而且尿路感染，尿
频尿急。进一步加重了入睡的困难，
刚有点睡意，就不得不起来上厕所。

失眠和尿频同时出现，多数发生
在更年期，或是更年期保养不好，遗留
下来的顽固症状。本来女性体质就容

易偏于湿热，更年期更是会加重湿热累
积，湿热上行就会引起失眠多梦等脑部
问题，湿热下注就会引起各种妇科疾
病。可以服用中药胶囊用于健脾除
湿，清热解毒。同时，老年女性要留意
外阴部的清洁卫生，不用肥皂清洗外阴，
尽量避免搔抓和摩擦患处。不吃辛辣刺激
性食物，如辣椒、姜、蒜、油炸食品、五香
粉、胡椒等。避免情绪的忧郁和紧张。

本就入睡困难,尿频尿急更难安睡对症下药

很多老人有的时侯脚有点麻，一
般都不怎么理会，以为没什么大事，后
来越来越严重，两条腿从脚掌麻到大
腿头，可以说是冰麻痛来形容，连穿不
穿鞋都没了知觉，这时候又实在是没
招了。

很多老人对腰痛却格外重视，对
腰脱、肾病等都会采取积极的手术治
疗，但是这种手术对人体的伤害是持
久的。很多老人腰部术后，腰痛还是
不见好转，走路越来越重，甚至是拖着

腿走路的。而且腰痛会越来越痛，脚
又麻晚上又睡不着觉，现在都不想走
路了，钱花了又不见好转怎么办？腰
痛是大病，但是手脚发麻发凉也不能
不重视，这两种症状的根源都在气血
不足上，只要及时补充气血就不会继
续加重，适当选用补益气血的中药，就
可以防治手脚发麻发凉和腰痛等症
状。例如适用于慢性腰腿疼痛，及气
血亏虚引起的贫血，失眠多梦，气短，
心悸，多汗，厌食，腹胀，尿频的中药膏。

腰痛就开刀手麻脚凉又没招
补益气血都能好

说病解药
问题 刚退休这两年身体总是不太好，1，总

觉胸闷气短，胸痛，去年做了胸片检查，没查出大毛
病。2，最近有时感觉头晕，前两天做了心电图说心
房房颤，然后做了一个心动脉增强 CT，也没查出
来。现在也很没精神，您说怎么办呢？

高手妙解：早期冠心病的典型症状，可以服用中
药膏缓解心悸气短，也可以泡制荷叶山楂茶缓解心
气上冲引起的头晕。

问题 血压不稳定忽高忽低，白天140-85,夜
间血压升高150-112。心率慢但又出现早搏，最慢34
次/分钟，最快125次/分钟。又有停博情况发生，停
博时间最长2分45秒。有室早，有房早，二尖瓣和三
尖瓣都有反流，三尖瓣有中度反流，该怎么办？

高手妙解：这是窦房结综合症，控制血

压是第一步，舒筋通络是第二步，温肾补血

是第三步。按时按量服用降压药物，服用具有舒筋通
络、温肾补血功能的中药膏。胡萝卜榨汁每日饮用。

问题 还有两年就退休了，二年前的一次变
故导致双耳突聋，二年治疗无果。眼下难受的是，脑鸣，
头晕，走路发飙，右手五指冰冷，还患有十几年的糖尿病，前
列腺炎，睾丸硬块。苦闷至极了，怎么办呢？

高手妙解：气血亏虚引起的局部血脉瘀阻，糖尿
病并发症加剧，需加强控糖效果，在严格控糖的基础
上服用补充气血的中药。也可以泡制芹菜红枣茶降
压补血。

家庭小药箱栏目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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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团扭秧歌出场
热巴被曝是个吃货

在10日的发布会现场，队长邓超吹着
唢呐，兄弟团全阵容集结，伴随着《南泥湾》
欢快的乐曲扭着秧歌上了台。迪丽热巴作
为新加入的成员，唱着《南泥湾》现身，一头
长发配上大长腿，美丽十足，其他成员也对
她夸赞不已。

谈及选择迪丽热巴的缘由，总导演姚
译添介绍：“我们在挑选固定成员的时候，
主要还是看有没有可能给大家带来一种
新鲜的性格特征。她放得开，是一个很有
意思的话唠少女，喜欢碎碎念，而且还要
抢走陈赫吃货的角色，录制的时候可以把
所有食物道具吃光，非常符合当下二次元
90后的形象。”热巴自己则说：“刚来很紧
张，和大家以前也没有合作过。记得第一
次录制的时候下雨了，他们又是给我打伞
又是帮我擦湿了的凳子，非常照顾我。”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6点，广州恒大
将客场对阵川崎前锋，这是他们亚冠小
组赛的一场关键战役，由于双方首回合
交锋，广州恒大未能在主场拿下对手，他
们今天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尤其是不能
输球，否则将拱手失去出线的主动权。

中超联赛和J联赛都已经度过了
新赛季的开局阶段，有意思的是，广州
恒大和川崎前锋的处境居然有相似之
处。在中超联赛，广州恒大上一轮2：2
惊险战平广州富力，前四轮2胜1平1
负积7分暂列第五位，而在J联赛，川
崎前锋上一轮1：1战平甲府风林，六
轮战罢3胜2平1负积11分也暂列第
五位。而两队有所不同的是，广州恒
大联赛前四轮场场是硬仗，4个对手就
包含了目前的积分榜前三甲，相比之

下，川崎前锋前六轮还没有遇到真正
强劲的对手，目前积分最高的也只是
J联赛积分榜第7的球队。

从中国竞彩网数据看，截至笔者
发稿（4月11日17点），川崎前锋主
场对阵广州恒大的最新单场固定奖金
为胜2.96、平3.35、负2.03，而最新彩
民投票支持率则分别为胜 21%、平
29%、负50%，半数彩民看好客队胜。综
合欧洲各大博彩公司数据，主胜赔率
确实处于高位，负赔却相对较低，而亚
盘主流盘口主队受让平手/半球，则显
示庄家认同客队实力占优这一事实。
不过，与主队受让相匹配的水位却是
主低客高，说明庄家对其主场优势也
有所考虑。胜平负推荐1/0，让球胜平
负（川崎前锋+1）推荐3/1。 福克斯

《丝路》是著名词作者屈塬和著
名曲作者印青创作的主旋律歌曲。
2015年春晚舞台，这首充满异域风
情的歌曲《丝路》就让人耳目一新。
歌曲开头，演唱者喻越越以其婉转的
歌声和音乐剧演员独有的表演张力，
把观众带到那漫长的风沙驼铃之“丝
路”。当歌曲转入“还是那条路，如今
又出发……眼前绵延着锦绣，锦锈的
神话……”立即又把听众带到了一条
连接你我他的世界“新丝路”之中，歌
颂了新时代“丝路”重启的巨大作用。

据了解，2014年年底，春晚剧组
找到词作家屈塬和作曲家印青，希望
他们创作一首配合“一带一路”战略
的歌曲。两位音乐人欣然接受并一
拍即合。“虽然创作时间紧，但我们在
心中为这个题目已经准备很久了。”
屈塬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屈
塬出生在陕西咸阳，家的旁边就是丝
绸之路的主干道。从小就听老人讲，
村口原来是走骆驼队的，驼铃声络绎
不绝。四十年前入伍，屈塬所在的部
队在河西走廊一带，兰州、武威、张
掖、酒泉等地他都待过。2014年他
重回河西走廊，变化之大让他已经认
不出来了。千年来的丝路，在三四十
年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
年的荒漠已经变成高速路，昔日的戈
壁滩已经成为商品房。丝绸之路的
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涌动着、发酵着，

他似乎在等待一个时机，把自己的所
思所想写到歌里。两三天的时间他
就把词写好了，一字未易，就交给印
青谱曲。曲子既有西域音乐元素，又
有大唐盛世之音，还有秦腔的音乐风
格，多种音乐元素使这首歌曲具有流
行歌曲的特点，而不是民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翩翩

当年的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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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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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铃和胡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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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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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已到达
眼前绵延着锦绣
锦绣的神话
丝绸铺出的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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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回归 兄弟团重聚
热巴新加盟 转眼成“团宠”

4 月 10 日晚，浙江卫视《奔
跑吧》发布会在延安举行，邓超、
李晨、陈赫、郑恺、王祖蓝、鹿晗、
迪丽热巴共同出席。新加盟的
热巴俨然“团宠”，被兄弟团照顾
有加。而初为人父的陈赫发福
不少，有媒体问及为节目做了哪
些准备，鹿晗抢答道：“长胖。”

4月11日，《奔跑吧》又在延
安举行全国媒体看片会。节目
中，全新一季兄弟团聚首当然
笑点十足，初来乍到的热巴敢
拼敢玩，在第一个游戏环节就
表现神勇，被冠以“鸡毛王”的
称号。据悉，《奔跑吧》新季将
于4月14日本周五黄金档正式
登陆浙江卫视。

邓超爆祖蓝想当爸
鹿晗吐槽陈赫长胖

再一次集结，成员们又有哪些新变化呢？
邓超说：“这一季VJ的体力可以再好一点，因为
我们每个人像火山爆发一样。”李晨则认为：“我
们彼此之间一次比一次默契，这是最珍贵的东
西。”曾经跑吐过跟拍人员的郑恺还是那么自
信：“我依然是跑男里最快的男人。”王祖蓝这一
季也拿出了全新出发的姿态，自曝“赢了不少”，
不过一旁的邓超突然拿起话筒大爆料：“他最大
变化？就是他要当爸爸了吧！”此言一出，王祖
蓝调侃他：“唉！你真是个标题党啊！”

问及为节目做了哪些准备时，陈赫刚想回
答，一旁的鹿晗忽然抢答：“长胖。”而确实发福
了的陈赫竟无言以对，他开玩笑称“提前练了一
下脑子，要将天才进行到底”。此前鹿晗曾放话
称想找女朋友，鹿晗回应道：“我还没有女朋友
呢，但你（媒体）要觉得谁合适，等采访她的时候
可以提我一下，我请你吃饭！”

照顾新生宝宝
Angelababy暂别“跑团”

11日的看片会也是欢乐不断，兄弟团再度
相聚的地点，在G20峰会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

心。一开篇，成员们身着正装，一一走过长长的
红毯。红毯历经的照片墙上，满是快乐暖心的
回忆。不过帅不过三秒，亲如一家的成员很快
就转换到相爱相杀的“互怼画风”。一见面就询
问彼此“新的一季有没有练什么新技能？”邓超
和郑恺因为疯狂在朋友圈秀肌肉，被戏称为“哑
铃哥”。郑恺一不小心泄露了秘密：“跑男的时
候，都开始健身，没跑男的时候，都很堕落。”

身份升级的Angelababy，因为要照顾新
生的宝宝，暂别本季的部分录制。她通过一段
视频分享“家族日记”，同时表达了对大家的挂
念：“超哥记得染头发，大黑牛记得画眉毛，蓝蓝
你能不能跟大黑牛撕一场，不要老撕女孩？小
鹿啊小鹿，我们最关心的话题就是什么时候能
帮你找到一个女朋友呀？”兄弟团感情之深溢于
言表。她还表示，有机会会带着“小海绵”和大
家一起来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延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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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口显示有利客队 广州恒大有惊无险
川崎前锋 VS 广州恒大 平负

■第四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系列报道

《丝路》讲述 丝绸之路的故事

《丝路》
作词：屈塬 作曲：印青 演唱：喻越越

迪丽热巴（右三）加盟兄弟团，《奔跑吧》本周五回归黄金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