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专
访

湘药广审 （文） 第 201231-00092号

2020年7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王璐 邮箱：45082064@qq.com� �版式：谢敏智03康·服务健

尿 频 尿 急 夜 尿 多
中药发明专利， 治疗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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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新闻

医学证实： 尿频 尿急 夜尿多
不治则病变

俗话说： “小儿觉多， 老人尿
多。” 每晚起夜多次， 让人烦恼不已。
尿频、 尿急、 起夜多的患者都有这样
一种体验， 以前没有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 自从尿频、
起夜多以后， 慢性病都开始来了， 以
前慢性病不严重的患者， 尿频、 尿急
以后血压控制不住了， 糖居高不下了，
血心脑血管疾病又加重了！ 这些情况
如不及时治疗， 更会引起尿潴留、 肾
积水， 甚至尿毒症， 严重危害中老年
人的身心健康， 如果患者已经患有高
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
病等慢性病， 则需要加倍注意， 因为
尿急、 起夜而突发脑梗、 心梗晕倒，
甚至猝死在卫生间的例子不胜枚举。

老年人为何倾心金龙补肾合剂
中医认为： 小便是由肾和膀胱共

同主导。 尿频、 遗尿、 小便频多， 与
肾脏功能亏衰息息相关。 膀胱为尿液
贮存之所， 肾主化气行水， 如果肾气
亏衰， 膀胱虚寒， 则不能约束水液而
导致小便频多。 尿频、 遗尿、 夜尿多
多因肾气不固、 膀胱失约所致， 也可
由下焦湿热、 肾虚不固、 中气下陷，
肝郁气滞引起。 肾气不足， 气不能推

动血行， 血行不畅， 则膀胱行水功能
受限 ， 膀胱失养 ， 储尿控尿功能受
限， 造成中老年人尿不能控， 出现尿
频、 尿急、 遗尿等诸多症状。

肾主水纳气通二便， 金龙补肾合
剂， 专补肾气， 治夜尿频数， 尿有余
沥。 补肾提气， 肾气充足则气血运行
流畅， 膀胱得以滋养， 血养充足， 温
固下元， 祛除膀胱凉气， 增强膀胱的
储尿控尿能力， 温补下焦， 清除下焦
湿热等症状。 金龙补肾合剂是保密配
方和发明专利， 国药准字药品， 针对
中老年人因长期肾虚， 前列腺增生、
肥大 、 慢性病 、 手术后遗症引起尿
频 、 尿急 、 夜尿多等症 ， 按疗程服
用， 夜尿次数减少， 睡得安稳， 白天
精神好。 按周期服用， 晚上不起夜，
白天不尿频。

尿频 尿急 尿失禁
金龙补肾合剂有良效

金龙补肾合剂， 经相关部门大量
临床应用， 证实金龙补肾合剂是我国
少有的专门治疗尿频 、 尿急的专用
OTC 国药 ， 滋补肾气 ， 能增强膀胱
括约肌的摄住力， 清除膀胱中的垃圾
毒素等有害物质， 康复排尿问题。 男
女患者均可服用， 疗效确切。

很多中老年人都患有十分严重尿
频、 尿急， 尤其是一些女性患者， 听

到流水声就想小便， 买个菜都要反
反复复很多次才能到菜市场， 从六
楼走到二楼就有尿意， 只能上楼回
家后来严重还出现了尿失禁的症状，
只要一咳嗽、 打喷嚏， 或是大笑小
便就会控制不住 ， 或是有了尿意 ，
还没能走到卫生间就已经尿出来了，
经常尿湿内裤。 特别是夏天身上的
味道特别难闻， 亲戚朋友都敬而远
之。

金龙补肾合剂完全针对中老年
人尿频、 起夜多等症。 经过周期性
治疗， 可以控制小便， 让患者不再
尿湿裤子， 晚上起夜次数减少， 让
病人可以得到充分休息。 尿频、 尿
急症状改善后， 让病人能出门遛遛
弯， 有益于病人的身心健康。

金龙补肾合剂 用真效果说话
大部分中老年人因为前列腺问

题或是糖尿病等慢性病， 导致了尿
频、 尿急、 夜尿多， 有时候一天晚
上要起夜 4、 5 次， 严重影响睡眠质
量， 血压、 血糖都居高不下， 以前
因为忽视， 或是药不对症， 没有得
到及时治疗， 这些患者看到金龙补
肾合剂的宣传， 比较犹豫， 直到亲
身体验到金龙补肾合剂的效果才放
下心来。 患者按周期治疗， 可明显
减少夜尿次数， 有望一觉睡到天亮。

金龙补肾合剂， 让患者把消耗的补
回来， 因其特殊的配方和临床效果，申
请通过发明专利：（ZL201110311197.7）。
专利名称： 一种滋补强壮， 美肤养颜，
延年益寿的药物。 摘要中明确指出疗
效确切且无毒副作用。 说明书中功能
主治： “补脾益肾。 适用于脾肾两虚
症见食欲减退， 身倦乏力， 睡眠差， 健
忘， 夜尿频数， 尿有余沥， 腰膝酸软。”
能够有效的改善白天尿频、 尿急症状，
减少夜间起夜次数， 提高患者的睡眠
质量， 让患者得到充分休息 ， 有利于
患者高血压、 高血糖等慢性病的控制。
金龙补肾合剂对症治疗尿频 、 尿急 、
起夜多、 遗尿等问题， 切实管用。

排尿问题专用药
金龙补肾合剂特价惠民

据了解， 金龙补肾合剂上市以来，
已为众多中老年人解决了尿频、 尿急、
夜尿多的困扰， 产品口碑甚佳。 为回馈
广大患者朋友支持， 金龙补肾合剂特举
办此次活动。 活动期间患者可享受半价
补贴政策， 每天仅限前 200 名患者。

郑重提示： 治病应选用对症治疗的
国药准字号药品， 尿频、 尿急、 夜尿
多、 遗尿等问题的患者按周期服用金
龙补肾合剂效果更佳。

优惠代码 0826

������6 岁的乐乐以前总是比别的孩
子更容易感冒发烧， 光是因为肺炎
就住过 3 次院， 看起来也比同龄的
孩子瘦小不少。 原来， 因为过敏，
乐乐很多疫苗都没有接种， 导致容
易生病， 后来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儿
童医学中心就诊， 在医生建议下补
种了一部分疫苗， 又通过医生的营
养和喂养指导， 乐乐现在很少生病
了， 体重身高也达标了。

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过敏反应
专科负责人李文开表示， 我国约有
2.7 亿人受到过敏问题的困扰， 这其
中儿童过敏的发病率已猛增至 30%
左右。 李文开介绍， 免疫系统对人们
的身体起到保护作用， 抵挡各种微生
物， 但有时候又保护过度了， 把对人
体无害的东西误判为 “敌人”， 产生
一种过度或过强的免疫反应， 从而造
成机体的损伤， 过敏就此发生。 儿童
由于免疫系统尚处于发育阶段， 因而
比成人更容易过敏。 儿童过敏性疾病
如果不及早发现， 容易影响孩子的生
长发育， 而家长们对过敏问题上的一
些认识误区， 也同样会对孩子的成长
产生不利影响。

“过敏的孩子不能打疫苗， 就
是个典型的误区 。” 李文开介绍，
疫苗是能主动获得免疫保护的重要
途径， 但许多父母因为平日里因听
说过疫苗过敏的事件 ， 导致谈
“敏” 色变， 而不积极接种疫苗将
会导致孩子缺乏基本抗体， 更易生
病影响生长发育。

李文开提醒， 疫苗过敏非常少
见， 因此大部分家长不需要过分担
心注射疫苗时会出现过敏反应。 患
过敏性疾病、 过敏体质或有过敏家
族史的儿童， 只要既往不对疫苗或
其成分过敏、 所患过敏性疾病与疫
苗成分无关， 均可按计划常规行疫
苗接种， 但患有与疫苗成分有关的
过敏性疾病患儿， 特别是曾经有过
严重过敏反应情况者， 接种相关疫
苗就需谨慎， 要求在具备处理严重
过敏反应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

疫苗里哪些物质与过敏相关？
一份 “过敏” 清单供家长收藏： 1.
牛奶： 婴幼儿 3 月龄接种的白喉+
破伤风疫苗是在牛奶蛋白中培养出
来的， 因此对牛奶过敏的患儿在接
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过敏反

应， 考虑是跟疫苗中的酪蛋白存在
一定的联系。 2.鸡蛋： 少许疫苗是
以鸡胚蛋白为培养基， 如麻疹+腮
腺炎+风疹三联疫苗、 狂犬病疫苗、
流感疫苗、 水痘疫苗等， 从理论上
来讲， 对于鸡蛋过敏的人群在接种
这些疫苗的过程中有发生过敏反应
的可能性， 尤其是流感疫苗。 3.明
胶： 明胶是一种在食物和药物中广
泛使用的动物蛋白， 活疫苗或灭活
疫苗中 （如麻疹+腮腺炎+风疹三
联疫苗、 日本脑炎、 水痘疫苗等）
均添加牛或猪来源的明胶作为稳定
剂。 但明胶致敏的确切机制目前尚
不清楚。 4.抗生素： 庆大霉素、 四
环素、 新霉素、 链霉素和多粘菌素
等常见抗菌剂常用于疫苗生产过程
中， 以防止细菌或真菌的生长。 5.
外源物质： 大面积黏膜暴露于高含
量天然橡胶的水溶蛋白时可引起速
发或严重过敏反应， 而天然橡胶存
在于一些疫苗瓶的瓶塞中和一些预
充注射器的活塞中， 过敏病例报道
虽少见， 但严重橡胶过敏的患者应
尽量避免使用瓶塞中含橡胶的疫苗
以及含橡胶活塞的注射器。

������本报讯 （通讯员 杨碧才） 近
日， 益阳市人民医院骨科创新方
法， 实施了湖南省首例锁定钢板经
皮微创外固定术， 采用锁定钢板运
用微创技术， 将本应 “内置” 的钢
板 “外放” 至患儿体外， 顺利为一
名 11 岁女童复位固定粉碎骨折锁
骨， 免除二次手术拆除钢板给患儿
带来的痛苦。

11 岁的思思在家玩耍时不慎摔
倒致伤， 当即出现右肩关节剧烈疼
痛、 活动受限、 皮肤青紫。 家人立
即将她送至该院， 接诊医生查体，
可明显扪及锁骨中段骨折断端， 随
即完善检查， 明确诊断为右锁骨中
段粉碎性骨折， 需手术治疗。

该院骨科主任谢文平立即组织
科内会诊讨论， 决定不切开患儿骨
折断端皮肤， 采用 “闭合复位、 外
放钢板螺钉” 的手术方法， 最大程
度减少对思思的创伤。 但 “不切开
骨折断端皮肤” 意味着术者只能借
助 C 臂透视看到骨折断端情况 ，
对术者操作水平要求极高。 术中，
谢文平借助 C 臂透视， 通过手法
巧妙复位右锁骨中段骨折断端， 在
体表放置钢板后， 逐一上螺钉与骨
折处固定。 术后复查， 思思骨折已
临床治愈， 予门诊外固定拆除。

过敏的宝宝能接种疫苗吗？
医生为家长开出疫苗 “过敏” 清单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黎雨 吴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