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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聚维酮碘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OTC

乙 类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是病原真菌引起
的甲感染。患了灰指甲的患者在潮湿的环境和季
节，不注意个人卫生或人为的使指甲表面组织不断
受异物侵蚀破坏，指甲愈加脆弱，更容易感染或复
发。灰指甲变形、发黑（黄）让人难堪，更需及时治疗，
避免传染健康指甲，或其它部位感染。灰指甲患者
选药，请认准国家批准的正规产品。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请用国药准字药品--
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国药准字H52020539），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用于甲癣、手癣、足
癣、体癣、头癣、花斑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也用
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对真菌、细菌等均有
效，还能软化指甲角质层，增强药物皮肤渗透。涂搽
本品于患甲，坚持使用至新甲长出。每天1~2次。简
单又方便，坚持治疗有信心。

地址：昆明：一心堂（富春街、千禧龙街、三合营、南源路、虫草参茸西华小区、郦岛嘉园、金安
小区、佳园小区二店、莲花池、菱角墉小区、半湾小区、百大国际派小区、小康大道，华龙人
家、同仁街、果树头、长寿路、福缇岛、白云路、人民东路六店、穿金路三店、欣兴路、尚东城
店、金庄路、罗丈村店、世纪城茗春苑店、世纪商业街、呈贡古银店、官渡古镇五店、银季路、
怡园小区、大润发商业广场、时代风华店、吴井路一店、永泰园、新螺丝湾一店、气象路15
号，气象路31号，安康路36号，西山区丽苑路43号，西山区秀苑路109号，云南印象小区，
人民东路新迎小区，桃园街，云南印象首日封，江东花城）云南白药（金星店、北京路、）健之
佳（江东花园、金庄路、世纪商业街、时代风华店）保山：一心堂（太保路、正阳北路、龙陵松
山、同仁街、板桥）红河：一心堂（建水盛世、河口槟榔路、开远人民路、个旧中山路、蒙自(天马
路、时代天骄、锦华路）丽江：一心堂（华坪保合花园、宁蒗万格店、香格里拉(东旺路二店、香
巴拉大道、）文山：一心堂（建河西路、秀峰路、开化北路、富宁(东风路二店、振兴路、文苑店）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激如烧灼感，或
过敏反应如皮疹、瘙痒等。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52020539
网址:http://gzwst.com.cn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5号
联系电话：4000809577
适应症：1、用于足癣、体癣、头癣、花斑癣、手癣、甲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
使用。2、用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

广告

灰甲不灰心，治疗有方法
伊甲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鞣酸苦参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 拉肚子用 鞣酸苦参碱胶囊安场 安场

OTC
甲类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少数人有头昏、嗜睡、恶心等症状。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52020688
网址:http://www.gzwst.org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4 号 联系电话：4000809577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和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

地址：昆明：（健之佳：人民东路店，人民西路店，国贸店，江岸店，佳园店，）（一心堂：吴井路二店，
关上南路店，永安路店，六甲四店，江岸店，虹山东路店，春城慧谷店，傲云峰店，护国路店，兴隆
花园店，白马小区店，三市街店，气象路15号，气象路31号，安康路36号，西山区丽苑路43号，
西山区秀苑路109号，云南印象小区，人民东路新迎小区，桃园街，云南印象首日封，江东花城
等）、昊邦：（百合园店，宝海店，大关店，红云店，金色交响店，）。曲靖：梅苑巷分店、金友连锁店、
人民大药房、下关滇源分店，大理：海天苑，世纪城广场，文山：世纪龙城分店，蒙自：红竺园分店，
玉溪：星云，楚雄：一心堂（双柏街心花园、阳光大道、中大街一店、中大街三店、禄丰金山南路二
店），普洱：一心堂（人民东路、中心商务区、阳光新城、街心花园店、南正街、茶苑路三店、）、健之
佳（公务员小区分店、鱼水路分店、阳光新城分店），临沧：一心堂：（南天路三店、扎路营连锁
店）、健之佳（南塘街店、南天路一店、百树广场店、旗山路一店、）东骏（旗山小区店）、云南白药南
塘街店，凤庆：一心堂（商业步行街店、滇红南路店、滇红北路店）、东骏大药房中心店，云县：一心
堂（草皮街连锁店、环城北路店、迎新路连锁店、和云居连锁店）、云南白药大药房，双江：一心堂
北回归大道店，耿马：一心堂（人民路、沧源广场、永德白塔、永德城南），孟定：中缅连锁店

广告

口腔溃疡俗称“口舌生疮”，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
所致的口舌生疮、口臭、齿龈肿痛、肠燥便秘等可用养阴
口香合剂。出现了胃热津亏、阴虚郁热的患者应避免烟
酒过量、过食肥腻辛辣、饮食不节，应注重休息，避免熬
夜、思虑过度、情志不舒而影响或加重病情。

贵州万顺堂药业依据苗族传统验方，精研“养阴口香
合剂”，选用贵州名贵金钗石斛鲜品入药，配以十余味地
道药材，具有滋阴生津、清胃泻火，行气消积三大功能，用
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口舌生疮、口臭、齿龈
肿痛、肠燥便秘、胃灼热痛等，为使药液能充分接触溃疡
面，建议患者可在口中稍加含服，然后缓缓咽下。一次
30毫升，一日两次。疗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联系电话：4000809577

OTC
甲类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
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 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5095
网 址:http://www.gzwst.com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3号
功能主治：清胃泻火，滋阴生津，行
气消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口臭，口舌
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苦，胃灼热痛，肠燥便秘。

口疮口臭口干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腔溃疡、口臭应及时治疗 口腔溃疡、滋阴生津是方法

广告

如果您的生活中出现了：饮食刺激、精神
紧张就腹痛难耐，反复腹泻，有时还伴有粘液、
脓血等症状，请别忽视！患上了急慢性肠炎
（小肠、结肠、直肠粘膜炎症）、功能性腹泻、肠
易激综合征等引起的腹泻应及早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
碱胶囊，质量标准起草单位，用于功能性腹泻、
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拉
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 鞣酸苦参碱胶囊，
治肠炎止腹泻，老年少儿均可使用。长期腹泻
患者应按疗程使用，巩固疗效。

E-mail:ccwbwq＠163.com

让他三尺天地宽
□张俊

人生
絮语

多年前我和几位摄影“发烧友”走进
腾冲采风，大家对火山、热海之奇赞叹不
已。当地的友人却说，你们还不知另一
奇，它就在眼前的巷道里。

走进和顺古镇大石巷，直直的巷道，
突然一个拐弯，如果没有这一弯，此路就
不通了。奇特的是墙的这一弯，不成直
角，是曲线的弯，而且这弯的不仅仅是围
墙，弯墙上还承载着楼房。这就是当地人
所称的“弯楼子”，被誉为和顺民居中的建
筑典范。按理说这弯曲的墙，连作为建筑
的起码条件都达不到，简直就是建筑中的
另类，怎么反而成了“建筑典范”被列为和
顺著名的八大景点之一？原来这“另类”
之所以诞生，有感人的故事可为它辩护！

百年之前，腾冲商界的“永茂和”李氏
三兄弟，在此巷建盖豪宅，外墙砌至腰高
时，李大老板突然叫泥水匠把墙推倒重
来，众工匠大惑不解。李老板和颜悦色
道：方方正正固然好，可是这个墙角像根
刺卡住了墙外巷道的咽喉。原来此巷本
来就狭窄，外墙刚好伸出堵住了巷道。怎
么办？李氏三兄弟和工匠们反复切磋，于
是，出现了奇特的“弯楼子”：宁弯我的楼，
不堵众人道。

“永茂和”可不是无名之辈，其先祖清
代即到缅甸经商，渐自发展为跨国商号，
总号设在缅甸，历经五代相传，分号遍布
国内许多都市。然而，财大气不粗的李老
板“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不以势压人，却
认为，宅基可以弯曲，做人必须堂堂正
正。我凝视着金色的朝阳下这闪闪发光
的石灰墙，它是巷中的最亮点，也是整个
腾冲，甚至是全云南的一个亮点！这“闪

光点”是李氏富而不奢、以和为贵的儒商
精神，百余年来一直是和顺人的典范！之
后我把这一“闪光点”收入了我的《秘境腾
冲》一书，期望它成为更多人、更大范围、
更长久的典范。

“弯楼子”令我想起我的老友、现年79
岁的张叩先老师曾对我讲过著名的安徽
桐城市“六尺巷”的来历，那是他老祖宗张
英的故事。他是张英的第十八代孙，祖父
这一支从桐城迁居昆明。清康熙年间，张
英家老宅建房时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
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急盼位
居高官的张英打个招呼“摆平”吴家。张
英见信，付之一笑，吟诗一首回复道：“一
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
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
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
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也退地三尺，建
宅置院，六尺之巷因此而成。这宅主不愧
为严于律己、“肚里撑船”的人士，难怪家
中能培育出又一代国之栋梁——张廷玉，
成为著名的“父子宰相”之家。

而今，富甲一方的巨商李老板不见
了，身世显赫的张宰相也不见了——历史
上的巨商、宰相比比皆是，被人牢记的却
少。然而，“弯楼子”“六尺巷”的精神流芳
千古，它彰显的不以势压人不损公肥私的
律己、谦让精神仍然震撼着后人之心，这
种震撼力还将代代相传，永不衰减！

如果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大事小事上，
把这种谦让精神推而广之，我们的世界也
将会变得更加宽阔、宁静、祥和、美好！

（作者原工作单位：华润昆明医药有
限公司，74岁）

昆明西昌路上有个弥勒寺公园，公
园原为云南省委机关所在地，后来机关
搬迁，被辟为公园。

公园里，亭台楼阁，花卉盆景，诸样齐
备。这里四季花开不断，山茶艳丽芬芳，
紫薇灿若云霞，灯笼花小巧玲珑，形态逼
真；松柏高大挺拔，清香木香气扑鼻。

公园健身步道的一段，每逢周六周
日，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多为老人，且
皆为子女征婚而来。步道两旁，一排排
太阳伞下，摆放着一张张简易桌椅，招
揽着前来征婚登记的人们。太阳伞上，
标注着各婚介中心、婚介会所、婚介超
市的名称：爱星相会、红娘鹊桥、爱漫婚
恋、茵茵相亲、眼缘网等，五花八门，不
一而足。太阳伞周边，一幅幅红布标，
满挂着一张张小传单。传单上，照例是
征婚人的信息：某某男，某某年生，身
高，工作单位，学历，年收入，择偶要求，
如此等等。传单上的征婚者，80 后 90
后者居多，6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

路边有一段，一排女性老人，身旁
一部小推车，面前一张张纸板，纸板上
写着的照例也是征婚者信息：某年出
生，性别，身高，学历，年收入，长相等
等。犹如街边摆摊小贩，期盼顾客前来
光顾。女性老人旁，偶而有一两个年轻
男女征婚者或坐或站，不时与路人搭
腔，主动作自我介绍。一个戴太阳帽的
男子说自己是某汽车修理厂的老板，近
期生意欠佳，趁此机会到这里寻亲，火
把节快到，如果有意，还可到家乡看

看。一个戴眼镜的则说：自己是个大学
生，过去通过婚介找了个女的受骗了，
那女人带着他到一家水果店买水果，专
挑贵的买，一次花了 800 多元，到现场
来征婚感觉踏实。

一些老人，更为主动，见到路人，开
口便问：你家是男是女？更有三三两
两，围着互相介绍。有个白发老头，手
里翻着一本笔记本，本上记录着求婚者
电话，边问对方择偶要求，边和不在现
场的征婚者互通信息，询问是否愿意见
面。旁边一个女性老人则指着打电话
的白发老人夸奖：“这位师傅介绍的倒
是不错，其他人给我姑娘介绍的男的，

‘害里十怕’，都要不成！”
一间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门窗雕

花，门面上照例贴着某某会所的大红
布标。房里的一个年轻女性，正在和
窗外的两个女性老人说着征婚之事。
两个老人七八十岁的样子。会所的年
轻女性问其中一个老人：“你家是男是
女，是不是要登记？”老人感叹：“我是
有孙子的人了，儿子还和媳妇离了
婚。儿子倒是有正式单位。我担心登
记了他不来，还是我告诉他，叫他来登
记好了。”另一个老人，显然年纪更大
一些，问他儿子情况，支支吾吾，说不
清楚。甚至问他儿子在什么单位，他
也说：“我也说不清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作者原工作单位：云南日报社，75岁）

“谷蛋，谷蛋！”楼顶上传来母鸡欢
快的叫声。“奶奶，母鸡叫拾蛋哩，快去
拾蛋吧！”四岁的孙女甜甜把母鸡的叫
声说成“拾蛋”，有其音调上的相似外，
更贴近母鸡向人传递快来拾鸡蛋的信
息。“好，咱拾蛋去。”“爷爷也去。”甜甜
拉着我的手说。我和妻子牵着孙女的
手上了楼梯。

楼顶盖了三间偏厦用来储物外，其
余的是空地。妻子喜欢养鸡，让我在东
北角，围了一块 10 平方米的空地养了
10多只母鸡和一只公鸡。养鸡就是为
了拾鸡蛋自家食用，因此从买来拳头大
的鸡雏开始，妻就在鸡饲料里掺着喂玉
米面。10天半月后断了鸡饲料完全喂
粮食和蔬菜，以保证鸡肉和鸡蛋的纯净
度。养公鸡则是为了每天早上能听到
公鸡啼鸣，有居家过日子的味道，再者
就是用来给母鸡“采蛋”。经“采蛋”后
的母鸡下蛋好，而且鸡蛋的质量也好。

“奶奶，鸡屙蛋了。”（孙女把鸡下蛋
说成是鸡“屙蛋”，有其童稚的天真。）甜
甜惊喜地叫道。原来鸡笼被别的下蛋
鸡占了，芦花鸡憋不住了，将一枚蛋下
在地上。芦花鸡挣着红脸朝它的主人
叫着“谷蛋、谷蛋”报功，并且护着蛋不
让别的鸡靠近。妻撒下一把小鱼虾，一
窝鸡争着去抢食了，她才叫甜甜去拾
蛋。“奶奶，这个鸡蛋好大好重呀！”甜甜
把鸡蛋拿给奶奶看。“这是个双黄蛋，今
天晚上蒸给甜甜吃。”妻对甜甜说。“什
么是双黄蛋？”甜甜歪着头好奇地问奶
奶。“一个鸡蛋里有两个蛋黄，所以叫双

黄蛋。”妻说。“我要吃双黄蛋，我要吃双
黄蛋！”甜甜把鸡蛋举起来高兴得蹦
跳。鸡笼里还下了6个鸡蛋，白生生的
一窝着实好看。

拾了鸡蛋下楼来，妻找出一个纸
箱，让我把旧报纸拆成巴掌大的纸片用
来包鸡蛋。她将 100 个鸡蛋包好后装
进纸箱。明天女儿一家要回昆明，这箱
鸡蛋是让他们带走的。甜甜看到奶奶
把那么多鸡蛋装了箱，只留下两个，就
好奇地问：“奶奶一个，爷爷一个？”“这
两个鸡蛋是留给爷爷的。”妻说。甜甜
听后马上就把手里的双黄蛋递给奶奶，
说：“奶奶，这个双黄蛋甜甜不吃，留给
奶奶吃。”“奶奶有胆结石，不能吃鸡
蛋。”“奶奶，你不吃鸡蛋为什么还要养
鸡呢？”甜甜好奇地问。“我不吃，不等于
你们不吃、别人不吃呀，做什么事情要
先想到别人、照顾别人；甜甜有好吃的
不是也与小朋友一样分享吗？别人吃
了你的东西，甜甜高兴不高兴？”“嗯，一
样地分享，一样地高兴。”甜甜懂事地点
点头。“那奶奶也跟甜甜一样地高兴！”
妻亲昵地对孙女说。

听了奶孙俩的对话我被感动了。
妻不辞辛苦地养鸡拾鸡蛋其实也是为
了我，我手术后康复需要营养补充，医
生建议说，每天吃两个鸡蛋对身体好，
妻于是喂养起了鸡，保证我每天都能
吃上鸡蛋。这一枚枚鸡蛋代表的是妻
对我的爱呀！

(作者原工作单位：景洪市第二建
筑公司，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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