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表情

10月31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几个做工精细的玩具套在一个
小女生的手指尖上，仿佛每个动物都有个童话故事一般，小朋友爱不
释手。读者谢真燕 胡敏摄 栏目投稿邮箱：sxdsbsjp@163.com

指尖童话

本报10月31日讯 今天下午6点15
分， 一架空客A320从黄花机场拔地而起，
直飞新加坡。从10月31日起，新加坡胜安
航空公司开通了新加坡至长沙之间的定
期航班。

从11月1日起， 华信航空在长沙正式
开通长沙-高雄航线。

湖南旅客出国新增中转地
新加坡胜安航空公司从10月31日起，

开通新加坡至长沙的定期航班。航班号码
为：MI954/MI953， 每周三个航班， 分别
是：周一、周三、周六。航班时间是：12点45
分从新加坡起飞，17点20分到达长沙，18
点15分从长沙起飞，23点到达新加坡，空
中飞行时间近5小时。

这对去往世界各地的湖南旅客来说，
除了北广上之外，还可以选择香港和新加
坡进行中转。

长沙直航台湾每周4班往返
从11月1日起， 华信航空正式开通长

沙-高雄航线， 使用机型为空客A330航

机。长沙-高雄的航班，华信航空安排每
周二、五飞航，长沙至高雄起飞时间为19
点15分起飞，抵达高雄时间为21点30分；
高雄-长沙起飞时间为16点05分起飞、抵
达长沙时间为18点05分。长沙-高雄航线
开通后，加上原有每周有2个航班，长沙至
台湾每周共有4个直航往返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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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群急需心脑欣组合
心脑欣组合全面针对： 头晕头痛、胸

闷气短、心率不齐、冠心病、心绞痛、动脉硬
化、脑血栓、脑梗塞、三高血症、中风偏瘫等
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全面解除心脑威胁。

� � 针对目前治疗心脑血管病药物的市场混乱，心脑血管病患者盲目用药，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的高额药费，导致患者家庭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一问题，由健康家园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中心及国际心脑血管病联盟（LDF）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加大对心脑血管病患者的救助力度，扩大救助范围，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只要你拨打救助电话，就可以得到救助。

救
助
通
知

原 价：一疗程 1990 元（6 个月量）

救助价：一疗程 990 元（6 个月量）
救助时间：11 月 1 日—5 日（仅限 5 天）
11 月 6 日恢复原价 即 1990 元（6 个月）

郑 重 承 诺
为确保疗效，心脑血管病患

者用药一疗程未康复者及 5 年
内复发者，厂家将免药费继续提
供药品治疗，直至康复。

指定救助地址： 东塘星城大药房（养天和
内，东塘百幸鞋城旁）

咨询热线：0731-82464035
(市内免费送货·省内货到付款)

心脑血管特效药在我国研制成功
签 约 救 助 1000 名 心 脑 血 管 疾 病 患 者 今 起 报 名

2009年 10月，由中国中医
药研究院心脑血管病专家组的
40 多位著名专家，历经十年攻
关， 终于率先研制出我国活心
溶栓的高科技心脑血管产
品———心脑欣片组合。

心脑欣片组合的有效成分
来源于红景天与纳豆。 红景天
又名“仙赐草”,仅仅生长于青
藏高原 4200米的雪山上。因为
长年处于低温、缺氧、高紫外线
的恶劣环境， 它具有非常珍贵
的药用价值， 长期以来是藏区
人民治疗头晕头痛、胸闷心悸、
呼吸困难、心率失常的救命药。
纳豆作为公认的健康食品，其
中富含的纳豆激酶， 能全面溶
栓、保护血管。日本人因为食用
纳豆，心脑血管发病率极低，平
均寿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

心脑欣片组合运用先进的
离子分层萃取技术， 从红景天

苷和纳豆中分别提取 SAD 活
性增容因子和纳豆激酶。 独特
的活心溶栓三元疗法， 一活心
脑、二溶栓塞、三降三高。 快速
治疗头晕头痛、胸闷气短、心率
不齐、冠心病、心绞痛、动脉硬
化、脑血栓、脑梗塞、三高血症、
中风偏瘫等各种心脑血管疾
病，全面解除心脑威胁。

一、活心补氧救心脑
心脑欣片含有从高原红景

天中提取的 SAD 活性增容因
子。 在破血透栓的同时，大幅提
升血红细胞的携氧能力， 全面
激活心脑细胞活性。 在它的作
用下，血流快速冲破淤阻，到达
缺氧的心肌、脑神经等处，抢救
濒临死亡的心脑细胞， 恢复正
常的血循环功能，强心救心。 心
脑血管病常见的头晕头痛、心
慌气短，胸部憋闷、呼吸困难等
现象得到全面改善。

二、洗血清脂溶栓塞

纳豆胶囊， 含有从纳豆中
提取的纳豆激酶， 能够迅速溶
解血栓， 消除附着于血管壁上
的硬化斑块。 它像一张无形的
过滤网， 吸附血液中多余的甘
油三脂、 胆固醇等血液垃圾并
通过循环系统排出体外。 纳豆
激酶的效果超高，使心肌梗死、
中风、脑梗塞、猝死等危险心脑
血管病发生率降到很低水平。

三、养心护脑降三高
心脑欣片组合中含有多种

珍稀药效成分如红景天苷、黄
酮素、超分子歧化酶等物质。 这
些物质能够强力抗氧化，保护心
脑组织。 同时还可以大大增强
血液的抗凝血能力、 恢复血管
正常弹性功能。 血液清澈、阻力
降低、流速加快。 相关研究表明
使用心脑欣片组合后，血液中各
项生化指标回到正常范围，高血
压、高血脂、高血粘的三高血症
全面改善。

□专家提醒：

心脑血管病用药要当心
心脑血管疾病，因为病期比较长，往往

需要长时间用药。而现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的
药品众多，让患者无从选择。专家建议，消费
者要理性用药，以免被误导从而蒙受经济上
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一位从事心脑血管方
面具有多年经验的医学专家告诉我们。只有
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查的
药品，才具有治疗的作用。 广大病友要防止
上当受骗，首先就要看看这种产品有没有国
家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产品，心脑
欣片不但是国药准字号产品，同时也是世卫
组织心脑血管病研究推广中心和中华心脑
健康联合促进会推荐药品。效果当天就可感
受，心脑血管病患者可以试用体验。

服用心脑欣片组合
心脑血管重获健康

● 全国特有活心溶栓三元疗法心脑用药
● 中国心脑健康救助计划指定用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国药准字九类新药
● 世卫组织心脑血管病研究中心推荐药品
● 中华心脑健康联合促进会推荐药品

开始服用：小便颜色加深，血液中的甘油三脂
等血液垃圾被排出，血氧含量增加。 头晕、头痛、胸
闷、心悸等不适症状明显改善。

1~2 个月：受阻血管被打通。 全身无力、虚汗、
发蒙、嗜睡的情况不再出现。 脑缺血、心绞痛、房颠、
早搏等现象基本消失。

2~4 个月： 受损的心脑血管细胞全面再生修
复，头脑格外清醒，心脏搏动有力，全身感觉有劲，
能够从事正常的脑力和体力工作。

一个疗程：三高症状消失，一般患者心脑各项
指标恢复正常，中风、重度心梗等重度患者基本恢
复自理能力。

� � 在心脑血管病治疗中， 最大的
问题就是复发率高。 医学资料和现
实当中的病例都显示，脑血栓、冠心
病的复发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而
且每复发一次， 病人离偏瘫和死亡
就又近了一步。 以前所使用的各种
扩管、 清脂的药物都是单纯针对心脑血管病的某
一方面，治标而不治本。 对于救心、溶栓、恢复心脑
细胞正常功能做得不够。 心脑欣片组合率先提出
了系统治疗的原则， 治疗同时实现心血系统的修
复，避免了血栓和动脉硬化的再次形成。

心脑欣片让冠心病、脑血栓
不易复发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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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17-24℃
阴转多云
微风

后天
18-23℃
阴转多云
北风

今天
16-25℃
阴转多云
微风

长沙直飞新加坡首开航班
今起开通长沙—高雄航线 从长沙去欧美澳七城可“直飞”

本报10月31日讯 东航1月18日开
通了第一条长沙-上海-法兰克福航线，
时隔短暂的几个月后，东航从11月1日开
始以上海为轴心， 又统一开通了前往巴
黎、伦敦、洛杉矶、温哥华、悉尼、墨尔本
的6条国际航线。这样，旅客在长沙便可
以购买直飞欧洲、美洲、大洋洲三大洲国
际联程机票。这也意味着，旅客在长沙买
一次票、 办理一次身份证手续及一次托
运，就可以去七大城市。 ■记者 朱玉文

开通欧美澳7条“直飞”航线

相关新闻

益公 本报10月31日讯 第
六届“长沙慈善日”慈善公
益活动今日启动， 天心区

书院路社区居民杨秀梅等200名困难群
众一大早就赶到贺龙体育广场领取大米、
食用油等救助物品。

同时， 活动现场派出11辆大卡车，将
10560件物品（每件一袋米，一瓶油），约
100万元的救助品送到困难群众手中。据
介绍， 长沙1.2万户困难群众可以凭借爱
心物资发放卡，在所辖社区的雷锋超市领
取到此次下发的物品。 ■记者 黄静

凭爱心卡可上雷锋超市领取救助品

本报10月31日讯 从11月1日
起， 长沙市场14.5公斤瓶装民用液
化石油气价格由115元下调至108

元。用户自愿要求送气上门的另收
力资费5元。 城市低保户仍按每瓶
85元的价格供应。 ■记者 刘玲玲

长沙瓶装液化气价下调至108元
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