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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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65320988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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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药新知

尽管高血压是一种容易发现、诊断
和治疗的疾病，但是管理好自己的血压
并不是那么容易。

以服用降压药来说，很多患者就
存在用药随意、间隔不规律、有症状
才 服 药 、没 有 症 状 便 自 行 停 药 等 误
区。那么，如果你是一名高血压患者，
降压药你吃对了吗？

其实，服药时，高血压患者应注意
两个细节。

一是药效的长短问题。长效降压
药物作用时间长，一天一次就能平稳控
制好 24 小时的血压。短效药物作用时
间短，且一天需要多次服药。

二是服药时间和习惯是否有规
律。服降压药的时间一定要尽量固定，
保证规律，避免因为两次服药间隔时长
时短，造成血压波动。

生活中，高血压患者除了服用降压
药外，还应同时服用中成药。中医认
为，高血压常与肾阳不足、气血亏虚相
关，而肾阳不足、气血亏虚会引起心悸
气短、失眠多梦的症状，针对肾阳不足、
气血亏虚引起的心悸气短、失眠多梦，
建议服用中药膏。

此外，关于高血压患者如何判断自
己服用的降压药是长效还是短效，
或者是否降压速度越快越好，以及
饮食与运动细节的问题，这里会为您答
疑解惑。

"高血脂不就是血中的脂肪多一
点，没有什么要紧的!"一些人会这样认
为。其实，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同
时，高血脂会引发心梗、脑梗，因此，高
血脂患者，应该及早治疗。

高血脂发生后，对人体影响最大的
是，血中脂质形成脂肪斑或纤维斑块，
导致动脉管腔狭窄，管壁硬化，进而引
起一系列的与血管方面疾病有关的并
发症--心血管方面的心绞痛、心肌梗
死、心律失常；脑血管方面的脑梗死和
脑溢血等。

生命是脆弱的，对我们生命造成巨
大 威 胁 的 是 潜 伏 在 我 们 身 体 中 的 血
栓。血栓总是悄无声息的到来，没有前
兆、没有感觉的带走人的生命。高血
脂、高血黏是形成血栓的主要因素，去
脂降黏是防栓的关键。而高血脂、高血
黏与气血亏虚相关，气血亏虚会引起心
悸、失眠、多汗、尿频的症状，针对气血
亏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多汗、尿频，建
议服用中药膏。

血脂高不是"不要紧"而是"真要命
"。去脂降黏，保持血液健康才能从源
头上"斩草除根"。

如果您是一位高血脂、高血黏患
者，应及时采取饮食、运动、药物措施排
除血液中的"垃圾"，具体饮食、运动措
施，这里会为您解答。

降压药，你吃对了吗？
这些细节值得收藏！

高血脂真的“不要紧”？
不，它是“真要命”！

养生常谈 谣言粉碎机

今日福利 香菇汤——调节高血压、高血脂
长期高血脂会导致脂肪肝，

而后导致肝硬化，损害肝功能。
高血压也有很多危害，其中引
起猝死是最需警惕的。

如 果 发 现 血 脂 、血 压 增

高 ，就 需 要 及 时 有效降低血脂
与血压。采取调节血脂与血压
的有效饮食方法。针对高血压、
高血脂，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食
疗方法--香菇汤。

功效：
调节高血压、高血脂。
做法：
鲜香菇10个，加水小火煮15

分钟，加少许盐调味。

如果除了上述症状外，您还
有失眠、头晕、多汗、尿频的症
状，正寻找省钱，且又简便易行
的食疗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详询！

健康热点

高 脂
血症是导致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
脑及周围血管疾

病的元凶

高血脂是现代人常见的"
富贵病"，高血脂不易被人们觉
察但却能够引起心肌梗死、脑
中风等严重疾病，故有"沉默杀
手"之称。有些人认为，只有胖
子才能患有高血脂，而部分人
则 认 为 ，瘦 子 也 可 能 患 高 血
脂。一时间，瘦子也会得"富贵
病"，成了健康热点话题。

瘦子为啥需要预防高血脂
呢？其实，从血脂检查的重点
对象来说，有高血压、糖尿病、
肥胖、吸烟者，有冠心病或血管
硬化性疾病家族史者，有家族
性高血脂者等都是高危人群，
而这些因素与胖瘦关系不大。

体检正常≠健康。定期体
检可早发现高血脂，体检报告
中的数值是正常健康的人群的

参照值，但对某些人群却不适
用了。因为与疾病密切相关的
血脂主要是胆固醇和甘油三
酯，其他还有游离脂肪酸和磷
脂等。对已患有冠心病、脑中
风或糖尿病的患者来说，体检
值正常也要注意，因其胆固醇
水平应该更低。

预防高血脂，我们应该从
饮食和运动方面入手。一旦患
上了高血脂，我们还应及时服
用药物治疗。因高血脂人群，
常伴有心悸气短、失眠的症状，
针对心悸气短、失眠的症状，建
议服用舒筋活络的中成药。如
果您想详细了解，预防高血脂
的饮食和运动细节，可咨询栏
目热线，这里会帮助您找到正
确的方法。

体检正常≠健康！
瘦子也会得“富贵病”？

动脉粥样硬化

血脂

028-8696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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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米宽0.6米
为打渔村民河滩捞起

青神县白果乡下瓮村，发现飞机残骸
的村民徐福明说，十多天前他在岷江东岸
河滩地水域打鱼时，无意中发现了几块金
属片。“当时以为是普通的东西，就卖给了
附近的废品收购站。收购站有人看到这块
金属片后猜测，这可能是一块飞机残骸。”

青神县文物管理所接到报告后，工作人
员立即赶到现场，将这块金属片暂时保管。

记者在青神县文管所看到，整个疑似飞
机的残骸长约1米，宽约0.6米，一面由铆钉
结构连接，另一面则分布有电线等物，残骸
或因重物挤压现已变形，且有明显的烧毁痕
迹，但在细微处仍可以看到印着“24S-T
AICI AD 24S”的字母与数字的编码，在残
骸的其他位置也发现了数字和图幅标识。

曾有坠机记载
或是“飞虎队”残骸

经初步鉴定，青神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认为，这些残骸可能为抗战时期援华美军

“飞虎队”军用飞机残骸。在青神县一直
流传着一个说法，那就是抗战时期美军

“飞虎队”飞机曾坠落青神，当年还也引起
全城轰动。而在《青神县志备征录》中，也
曾有一架从新津飞往青神的飞机，坠毁于
青神的记载。

青神县民俗专家汪明中介绍，1953年
他来到青神工作，当时在青神就流传着这
样的故事——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一架
飞机因爆炸从南城镇的上空掉落到岷江，
这架飞机就是抗战时期援华美军“飞虎队”
的飞机，当时青神县几乎全城出动，很多群
众近距离目睹到了这架爆炸飞机的残骸和

飞行员遗体。
青神县白果乡下瓮村84岁的宋华志

老人表示，当年他只有10多岁时，他亲眼
目睹了飞机的坠毁和遇难的飞行员。据老
人讲述，大约在1945年2月或3月的一天
晚上，天上突然掉下来一架飞机，飞机落地
后燃烧起来。第二天，自己和村里的许多
人一起到现场围观，除了看到破碎、烧烂的
飞机，还看到四具尸体。尸体大腿粗壮，毛
发颜色与中国人不一样。

青神县文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疑似飞机残骸现暂存于青神县文物保护管
理处，青神县文管所已将此事上报上级文
物管理部门，金属片的真实身份以及背后
的故事，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余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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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白癜风正以0.5%～2%的发
病率漫延。经卫生计机构统计，我国约有
1800万例白癜风患者，且每年以12万人
的速度递增；其中仅有11.7%的患者得到
有效治愈，有62.5%的患者处于反复发作
中，还有25.8%的白癜风患者未得到正规
治疗。

如何实现科学治愈白癜风，提高白癜
风的诊疗水平一直是医疗界共同关注的焦

点。为此，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等十余家
医疗机构联合发起的旨在推动色素病学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四川省中医药信息学会色
素专业委员会，将于5月 20日成立。值
此，四川省中医药信息学会色素专委会成
立之际，四川皮肤病名医工作室携手北京
协和医院、北京306医院、上海皮肤病医院
等多家三甲医院的白癜风专家，于5月20
日至21日（在佳灵路6号）开展大型疑难

白癜风咨询活动，面向全省征白癜风患者，
广大的患者可以通过拨打预约热线
02888199999，预约报名。

四川省中医药信息学会色素专委会成立全省征白癜风患者

眉山青神发现飞机残骸
初步确认来自“飞虎队”

5月17日，眉山市青神县村民，在岷江河滩打捞出部分飞机残骸，后交当地县文管所保
管。5月1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青神县文物部门证实，这些残骸初查系“飞虎队”
飞机残骸。目前，当事水域已禁止船只进入。

盲人朗读者
苦练普通话19年终圆电台主持梦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了……”5月18日，成都双林路一个安静
的房间内，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坐在桌子前，唇齿闭合间，低沉悦耳的声音传

出，收入一旁的录音笔中。
墨镜男子叫韩宇，是一位电台主持人。与其他主持人不同的是，朗读时，韩宇的左

手一直抚摸着讲稿——他是一位盲人。
因为看不见，声音成了韩宇认识外界交流最直接的方式。从15岁开始练习普通

话，考取普通话一级乙等证书，没有舞台时，就自己给自己当听众……终于，在34岁这
一年，韩宇圆了自己的电台主持梦。

两岁失明
收音机成童年唯一玩伴

曾用自己的声音温暖了无数人的
韩宇，几乎没有真正端详过这个世
界。韩宇出生于成都，两岁那年，他被
诊断出“视网膜母细胞瘤”，从此双目
失明。

因为看不见，他无法跟同龄的小
朋友一起玩耍，父母上班时，家里会

“说话”的半导体收音机成了唯一的玩
伴。当时只有六七岁的韩宇，在收音
机前一坐就是大半天，故事讲座、评
书、朗诵节目……主持人的声音，为他
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大门。

在年幼的韩宇看来，会“说话”的
收音机神圣而美好。父母告诉他，这
些带他感受世界的声音，来自电台主
持人。“要是有一天，我也可以在里面
说话就好了。”小心翼翼地摸着收音
机，韩宇喃喃说道。

坚守梦想
自学考得一乙普通话证

随着“在收音机里说话”的梦想生
根发芽，韩宇开始有意识地边听节目
边学习普通话，但身边又没有专门的
普通话老师可以请教，这让韩宇有些
发愁。

一些电台互动节目会公布联系
方式，一次，韩宇鼓足勇气拨了过
去。“我是一个盲人，想向主持人请教
一些普通话的问题。”一位主持人看
到了留言，主动联系了韩宇。就这
样，韩宇意外拜师。“有什么问题就记
下来，等下节目的时间，我就打电话
过去请教。”

20岁那年，韩宇从特殊学校的按
摩专业毕业，在一家盲人按摩店当起
了按摩师，不过，他的主持梦仍未间
断。得知当主持人要有普通话证书，
2004年，21岁的韩宇报名参加了普

通话等级考试。最终，韩宇以96.3分
的成绩考取了一级乙等普通话证书。

圆梦主持
愿用声音给更多人快乐

韩宇一边干着按摩师的工作，一
边寻找着每一个可以上台朗读的机
会。参加诗歌散文朗诵大赛，争取在
残疾人艺术团演出中报幕的机会，在
街道举办的活动中登台朗诵……韩宇
用自己的方式，向梦想一步步靠近。

追梦十余年后，机遇来了。
2017年1月1日，四川省残联与

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打造了一档专题
节目《携手同行》。这是一档针对视力
障碍残疾人朋友的节目，其中设置了
一个子栏目，让残障人士讲述关于残
障人士自己的故事。韩宇成为了不二
人选。

每期节目，韩宇“出场”的时间只
有5分钟，但韩宇每次都要花上两天
时间准备，一遍一遍地录制直到达到
最完美的效果。“曾经，声音给我带来
了快乐，现在，我也希望用我的声音，
给更多的人带来快乐。”韩宇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
清 实习生 昔兴琪 摄影 刘陈平

盲人朗读者韩宇。

经初步鉴定，青神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认
为，这些金属残片可能为抗战时期援华美军

“飞虎队”军用飞机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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