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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高新技术
!!!!!!!!

痔疮的症状为便血!脱出"坠痛#

!

"便血$这是内痔的早期症状!出血量可

多可少#长期便血可导致缺铁性贫血%体质虚弱!面黄肌瘦&

"

%脱出%坠痛$这是

中晚期内痔的主要症状!脱出的直接原因在于内痔核结节增大!使粘膜及粘膜

下层与肌层分离& 当排便时! 内痔结节可下降到齿状线以下而游离于肛管之

外&反复的内痔脱出易致绞窄性坏死并发炎性外痔!剧痛难忍!使病情加重!危

及生命&

#

%除此之外!痔疮病人还可有肛门突起的异物感!肛门潮湿!瘙痒%排

便困难%乏力%全身性不适等症状& 个别病人还会担心'癌变(或出现其他意外

而产生精神紧张%焦虑%失眠等症状# 随着科学的进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肛肠病的治疗手段也日新月异#传统的一些治疗方法#如$手术%注射%冷冻%激

光等虽有一定疗效!但因治疗病程长%创伤大%费用高%痛苦大!复发率高而让

患者不易接受# 海南仁爱医疗中心引进的美国超导可视肛肠治疗仪! 应用

$%&%

及电容场技术# 数秒钟内可使痔体组织自然干结%脱落!不损伤正常组

织# 一机多用!可一次性治疗内痔!外痔!混合痔!肛裂!肛瘘!脱肛!肛周脓肿!

瘙痒!大便出血!疼痛!困难等肛肠疾病"安全%准确%快捷%不开刀%不住院%随治随

走# 解决了上述疗法的不足之处# 琼!中"医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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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免挂号费!检查费!电脑治疗费半价
!!"#$$%&

咨询电话#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
!"

号$新港天桥旁%海南仁爱中心二楼外科刘主任

脑萎缩早期症状为头痛 ! 头晕 !健
忘 !失眠 !腰膝酸软 !手足麻木 !尿频 !尿
急 !行为异常 !多疑 !自私 !说话不利索 !行
动迟缓等 " 中期症状为记忆力明显下降 #

反应迟钝! 答非所问! 喃喃自语! 行走不
稳 !呛咳 !遗尿 !手足震颤 " 晚期已明显痴
呆 #智能和体能全面瘫痪 #不能进食 !大小
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

精选五指毛桃 !扶芳藤 !牛大力 !红
参 !肉苁蓉 !山茱萸 !千斤拔 !三七等名贵
中药成分 # 治疗脑萎缩新药益智康脑丸
$原名脑萎缩丸 % 由广西强寿药业集团研

制成功#对治疗脑萎缩疗效显著"

治疗脑萎缩 #推荐使用益智康脑丸
$原名脑萎缩丸 %#该药为纯中药制剂 #是
治疗脑萎缩的专业药物 " 穿透血脑屏障 #

直达病灶 #独具三通 $通血管 #通经络 #通
脑窍 %三补 $补脾 #补肾 #补脑 %功能 #生脑
髓 #长神经 #增智力 "专治脑萎缩 #每盒

'$

元 # 疗程短 "

!'

小时咨询电话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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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市海秀东路
(

号
望海国际大酒店首层的源安隆药品超市引
进了此药"

治疗脑萎缩用益智康脑丸
)原名脑萎缩丸*

桂药广审 !文" 第
!""#")"!$!

号

国药准字
,!""!$"$)

号

前段时间#海口工商局龙华分局
对解放西路!博爱路!国贸等地段的
一些时尚精品店! 化妆品店进行检
查#查处了一批'三无(精油用品" 业
内人士称#不少精油并非纯正植物提
取#而是用香精勾兑的"

'三无(产品充斥市场

几天来#记者来到解放西路!义
龙路!大同路及海秀东路的一些商场

商店及时尚精品店调查" 在解放西路
'露雅时尚小屋(内#记者看到该店有
三种品牌的精油产品#这些产品只写
了香型和香港经销商的名称# 而厂
名!厂址!生产日期等标识一概没有"

在大同路的一些小化妆品店内#

记者发现不少精油产品难看到中文
标识#业内人士指出#真正的进口货
一定会有中文标识#没有中文标识的
产品多数是作坊产品假冒的"

调查中#记者只在明珠广场一楼
的两个专柜上#看到了标识齐全的精
油产品" 其中一个专柜的营业员称#

真正的精油是完全从植物中提取的#

不添加其它成分#而一些小店出售的
所谓精油#则是用香精掺兑的#所以
容易挥发和变质"

精油尚无统一质检标准

省质监局有关人士介绍#目前国

家对精油产品还没有统一的质检标
准"所以#如果要检验#只能依据其产
品包装上标识的成分标准来检"

据介绍#正规厂家生产的精油产
品#其成分标准都会在国家质检总局
备案# 经过质检部门审核后方能生
产" 而很多劣质精油生产厂家标识不
全#没有可依据的标准" 一些不合格
的产品使用后还会对身体造成难以
预料的伤害" $记者李灏实习生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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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讯 $记者 聂元剑 实习生
姚强摄影报道 %

((

日上午
)

点多
钟# 突然 '砰( 地一声巨响# 一块
玻璃从天上掉下来# 把停在海口海
秀路

*+

号计量大院内的一辆小汽
车后挡风玻璃砸出两个洞" 该大院
已发生过

(

起 '天上( 掉下东西把
汽车砸坏的事情# 大院的住户们十
分担忧"

记者接到消息后赶到现场看
到& 一辆牌号为 '琼

.

)

(/'!!

( 的
汽车后面的挡风玻璃被砸出了

(

个

洞# 整个后挡风玻璃完全破裂"

据省计量大院保安王先生介
绍& 当天上午

)

点多钟# 他突然听
到大院停车的地方发出 '砰( 的一
声巨响# 他走出来一看# 发现一辆
汽车后挡风玻璃被砸坏" 汽车上及
周围地面洒落大量与汽车挡风玻璃
完全不同的玻璃碎片# 一些碎片上
还沾有水泥# 这与周围楼层的玻璃窗
户上的玻璃极为相似" 加上被砸车辆
所处位置与隔壁一栋

&'

多层的楼房
靠近" 因此# 他怀疑玻璃是从隔壁楼
上掉下来的"

据车主刘先生和省计量大院的
多位住户反映& 该大院已发生

(

起
高处掉下东西把停车场的汽车砸坏
的事情了" 这次事故发生时# 有人
离现场只有

&'

多米远# 非常危险"

住户们为此十分担忧& 如果高空掉
下东西的事情得不到解决# 将来有
可能砸伤人*

记者今天就此事采访了隔壁楼
房的物业管理负责人 # 该负责人
称& 如果车主及省计量大院的住户
怀疑玻璃是从她管理的这栋楼上掉
下来的# 就要拿出证据来"

'天上(掉玻璃 砸到汽车上
当时有人离现场仅

&'

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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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灏 实习生 张星% 日前# 三亚的消费者
林先生向本报投诉称# 他在三亚市一商场买了
一块价格

-0'

元的防水潜水表# 可几天后却发
现所谓的防水手表居然进了水# 在要求商场换
货时遭拒"

据林先生讲#

(

月
(&

日# 他在该商场花
-0'

元买了这款进口防水潜水表" 两天后就发现表针
出现不对格现象# 于是就拿回该商场要求退货#

但被拒绝# 随后商家帮他调整好了表针"

到了
(

月
(/

日# 林先生发现该表里面有进
水现象" 于是再次返回商场要求退换# 商家怀疑

是林先生把表针的拔头拔出来才造成进水的# 拒
绝退换"

针对林先生的反映# 记者又向该商场的林经
理进行了解" 林经理告诉记者# 他们商场的这款
进口防水表# 质量是有保证的#

/

天内包换#

&

年内保修" 只所以没答应退换# 是因为和消费者
协商把表寄回厂家检测时# 林先生不同意# 而没
有厂家的检测结果# 商场也无法做出退换商品的
决定"

目前# 经本报记者协调# 该商场已为林先生
更换了另外一款同价值的潜水表"

潜水手表不防水
经本报记者协调! 商家最终为消费者换了新表

杨小姐刚住进自己的新房#她也有一些
省钱小窍门#'同样的商品# 几个人一起买#

商家会考虑到量大给予折扣优惠" (

)

"买涂料$如果有卖涂料的朋友#看在

朋友的份上#找他买应该比找别人便宜$ 如

果邻居也在装修#拉上他们一起购买#扮一

回小工头#也能买到较便宜的涂料$ 我光涂

料这项就省了近
$""

元$

*

"买家具$可以把邻居拉上#大家一起

到广东的佛山%南海等一带买家具#那里不

仅家具种类繁多#而且不少是批发价#甚至

是出厂价$ 大家再一起包个车拉回来#这样

能节省
&-+%&-!

的钱呢$

如果你有省钱诀窍#请拨打'主妇算盘(

栏 目 热 线
&*0/--1')-'

# 也 可 发 邮 件 至
23456789:&(-;<=>

"

团购实惠多

主妇小档案

主妇$杨小姐 年龄$

(-

岁

职业$企业职员 省钱经$当回批发商

!

记者 王灿

外观区分法$ 劣质精油呈白色

或透明状# 而纯正精油的颜色是黄

色或淡黄色$

热水辨别法$ 将买到的精油滴

入热水中# 纯正精油会迅速扩散成

细小的颗粒状# 而劣质精油则会成

片漂浮在水面上# 像食用油一般$

杯子区分法 $ 将少许精油滴

入干净的空杯子内 # 纯正的精油

滴入后会挂着杯子的玻璃壁 # 而

劣质精油将会直接流到杯底 # 不

会挂杯$

消 费 提 醒

!"#$%&'(

公安税务严打假发票
近日# 海南省公安厅! 海南省国

家税务局!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决定#

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开展依法打击制售
假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专项整治行
动" 同时# 积极鼓励群众对制售假发
票和非法代开发票进行检举# 经查证
属实的# 对检举人给予适当奖励"

?

记者 李灏 特约记者乐冰
@

'金卫士(护卫储户资金
今年以来# 海南发生数起银行卡

资金被异地盗取的案件" 为此# 各家
银行加强防御措施# 并推广银行手机
短信服务系统# 及时发现和控制不法
分子盗取存款问题"

深圳发展银行推出 '金卫士( 短
信通知服务" 用户在办理需要输入密
码的

A%B

机刷卡消费# 或办理
!CD

机取款! 柜台取款! 基金买卖等业务
时# 凡超出用户预设的金额# 金卫士
系统立刻致电用户手机# 请用户确认
此项交易# 有效保障用户的资金不被
盗用"

?

记者 刘艳 通讯员 徐承锋
E

定安查获一批假劣药
定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对

定城! 黄竹! 龙门等镇集贸市场的流
动药贩子进行打击# 共没收销毁假劣
药品

((

个品种 # 价值
*(''

元 " 同
时# 通过加强农村药品供应网络的建
设 # 将合格药品配送到农村村卫生
室! 农村零售药店# 以杜绝流动药贩
的活动市场"

?

记者 王灿
E

东方查获问题洋酒
*

月份东方工商局成立专门的市
场巡查小组以来 # 市场监管工作得
到进一步的加强 " 截止目前 # 共查
获假冒伪劣食品

*''

公斤 ! 涉嫌商
标侵权白酒洋酒

*'

瓶# 取缔无照经
营户

1

户# 立案
&)

宗" 东方市的市
场经营状况得到净化"

$记者李灏 实习生张星%

0123456789:45;<=>?@ABCDEFGAB

汽车后挡风玻璃被砸出两个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