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有危害
饮酒、喝冷饮、吃火锅、身体受凉、精神紧

张就腹痛难耐，腹泻难忍，这是现代生活中常
见的现象。有时还伴有粘液、脓血，长期服用抗
生素却难以控制病情，腹泻依旧反复，这往往
是慢性腹泻、肠炎所造成的。长期严重腹泻的
患者应及早治疗，避免拖延病情。慢性腹泻包
括：慢性炎症性肠病(小肠、结肠、直肠粘膜炎
症)、功能性腹泻、肠易激综合症等引起的腹泻，
发病主要与免疫功能失调、肠道炎症、肠运动功
能紊乱和肠功能性障碍有关，如：儿童(老年人)
功能性吸收不良引起的功能性腹泻，或胆囊、胃
肠道等消化道手术后、以及肠易激综合症等疾

病，改变肠道正常运动功能，使肠蠕动加速，处于
紧张状态，一旦受到刺激就容易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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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急慢性肠炎、功
能性腹泻、肠易激综合症引起的腹泻，加强机体
免疫力而抗菌消炎，不干扰正常肠道菌群，肠道
内形成保护膜，保护肠黏膜，收敛止泻，缓解肠道
刺激紧张应激反应，降低炎症渗透物。老年少儿
均可使用，长期患者应坚持用药，巩固疗效。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少数人有头
昏、奢睡、恶心等症状。
请按说明书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及使用

联系电话：
4000809577 18661627835

经销单位：医保城连锁各药店、北京
同仁堂药店等、国风连锁各药店、众生连锁各药店、
成大方圆连锁各药店、利群连锁各药店、丰硕堂连
锁各药店、海王星辰连锁各药店、同方连锁各药店、
一丰堂连锁各药店、春天大药房等、紫光大药房等、
保康大药房等、富康大药房等、李健大药房等、恒生
堂大药房等、鹤春堂大药房等、健联药店等、德全堂
药店等、益瑞堂药店等、益安堂药店等
国药准字H52020688 网址：www.gzwst.org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黔药广审(文)第2016090089号

经常熬夜、烟酒过量、饮食肥腻、精神紧
张、年老体弱的人群可能会出现口臭、口干、
口苦、口腔溃疡、胃灼热痛、肠燥便秘等症
状，让人尴尬而又身体不适。这大多由于人
体胃中积热，或是气郁化火，久而灼伤津液，
使津液代谢失衡，即中医常说的阴液(血、精、
津液)亏虚，胃液、肠液、唾液等内外分泌不
足，出现反复发作的上述症状，影响身体对
糖脂等营养消化代谢，应加以治疗。

养阴口香合剂，国药准字产品，精选贵

州鲜品石斛：善补阴虚，强阴益津，配以十余
味药材，具有滋阴生津、清胃泻火、行气消积
三大功能，每次30ml，量足地道。主治：口臭
口苦口干、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牙周炎)、肠
燥便秘、胃灼热痛等症。有糖耐量异常者代
谢功能患者请按说明书【注意事项】使用。

建议按疗程使用，4天一疗程，一般1-2
疗程，重症可增加用量，延长疗程。调整生活
习惯，效果更佳。

【禁忌】【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请按药品说明书使用或在药师
指导下购买药品

本 品 可 刷 医 保 卡
经销地址同下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1627835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5095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黔药广审(文)第2016060060号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网址：www.gzwst.com

口臭口苦口干对因治疗是关键
治阴虚郁热养阴口香合剂有信心 口臭口干是病，早治疗少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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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甲 В 复 方 聚 维 酮 碘 搽 剂 治 疗 灰 甲 有 信 心

灰 甲 不 灰 心
治 疗 有 方 法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它
是由病原真菌感染而引起的。灰指
甲是易发的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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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感染或复发。灰
指甲变形、残缺，呈灰色、黄棕色或
黑色，让人难堪，需及时治疗，避免
传染健康指甲，引发甲沟炎、其它部
位感染等问题。灰指甲顽固难治，是
因真菌感染寄生在甲板内，潜伏期
长，药物不易渗透指甲角质层，不易
杀灭。患者选药，请选用国家批准的
正规产品。

现在您有了灰指甲，请别灰心！
请使用国药准字药品——— 伊甲牌复
方 聚 维 酮 碘 搽 剂 ( 国 药 准 字
H52020539)，贵州万顺堂药业的专利
产品(发明专利：一种治疗皮肤(甲)病
的药物组合物ZL200810170830 .3)，
专业治疗灰指甲！伊甲 复方聚维
酮碘搽剂能软化角质层，有效增强
药物渗透力，对病原真菌具有杀灭
作用。涂搽本品于患甲，保持干燥通
风，不要包扎，坚持使用至新甲长
出。早治疗，少无奈，简单又方便。每

天一次，在局部形成长效药膜，坚
持治疗有良效。本品也适用手足
癣、甲癣、体癣、疖子、蚊虫叮咬、手
足多汗等症，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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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2016100095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539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0809577 18661627835

请按药品说明书使用或在药师指
导下购买。
经销单位：医保城连锁各药店、北
京同仁堂药店等、国风连锁各药
店、众生连锁各药店、成大方圆连
锁各药店、利群连锁各药店、丰硕
堂连锁各药店、海王星辰连锁各药
店、同方连锁各药店、一丰堂连锁
各药店、春天大药房等、紫光大药
房等、保康大药房等、富康大药房
等、李健大药房等、恒生堂大药房
等、鹤春堂大药房等、健联药店等、
德全堂药店等、益瑞堂药店等、益
安堂药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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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局5月16日引人
注目地宣布了一系列加强无人
机管理的举措：6月1日起民用
无人机将实行实名登记注册；
正在建立无人机登记数据共享
和查询制度，实现与无人机运
行云平台的实时交联；发布民
用机场保护范围数据；逐步规
范无人机开展商业运营的市场
秩序；开展无人机专项整治工
作。
据悉，近期，无人机“黑飞”

威胁民航安全事件频发。据中
国民航局方面介绍，仅今年1
月中旬至2月中旬，就发生12
起无人机违法违规运行威胁民
航安全事件，其中7起造成航
班调整、避让、备降、延误。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无人

机市场规模年均增速达到50%
以上。记者调查发现，在市场爆
发式增长的同时，相关监管急
需加强。

■隐患

如炮弹可洞穿飞机
坠落伤人还泄露隐私

目前，无人机在拍摄、监测、农业、
救援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与此同时，
无人机“黑飞”也在严重干扰着正常社
会秩序。
据业内人士介绍，如果重量为10公

斤的无人机与飞行速度每小时900公里
的飞机相撞，冲击力将达到125万牛顿，
其能量不亚于一颗小口径炮弹，会直接
洞穿机体，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机场
一旦发现无人机等航空器靠近飞机，会
紧急采取措施，在确保安全后，航班才
能恢复正常起降。
据重庆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5月

12日晚，重庆机场遭遇无人机干扰，持
续时间长达近４个小时，造成重庆机场
40余个航班备降，60余个航班取消，
140余个航班延误，上万旅客出行受到
影响。
一位民航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以窄

体客机A320机型为例，如果要备降在
航程1小时外的其他机场，油耗加上机
组成本、维修成本、折旧成本、航路费等
至少损失6万元。如果是油耗更高的大
型客机，再算上因航班延误引起的旅客
赔偿、后续航班取消带来的经济损失，
航空公司的损失将更多。
事实上，除了造成航班延误，已经

出现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直接威胁公
共安全的事件。今年1月15日下午，杭州
萧山机场附近有人使用无人机近距离
拍摄飞行中的客机。业内人士分析，无
人机当时距离民航客机仅百米左右，已
严重威胁航空安全。
在机场净空区域以外，无人机“黑

飞”也频频出现意外。2015年7月1日，深
圳市福田区一架无人机突然从高空坠
落，将当地一户居民的私家车砸坏。
“即使是小型无人机，从高空坠落
也足以伤人。另外，无人机‘黑飞’也有
可能造成隐私泄露。一些较为专业的无
人机，在技术上能从高空清晰拍摄小到

汽车牌照的物体，因此可轻松获取很多
私人画面，更不用说从一二百米的距离
内拍清人脸了。”宁夏银川市一位持证
无人机驾驶员说。

■现状

门槛低致爆发式增长
飞行基基本本靠自律

据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
会执行秘书长柯玉宝介绍，近年，我国
无人机市场规模年均增速达到50%以
上，已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艾瑞咨询
发布的《2016年中国无人机行业研究
报告》指出，预计到2025年，我国无人
机市场总规模将达到750亿元。
专家表示，在无人机销售环节，目

前没有相应的准入制度，购买门槛不
高，埋下不少隐患。
记者近日在淘宝、京东等电商网

站，以“无人机”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
现价位从数百元到数十万元不等的无
人机产品达100页之多，包含市面上常
见的各种品牌、型号的无人机。记者在
一款“四轴高清航拍无人机”的页面上
看到，该产品月成交量达2911笔。记者
尝试下单购买后发现，购买无人机和购
买衣服一样简单。
根据现有制度，要使用无人机，需事

前向相关部门提出飞行计划申请并得到
批准，操控者还需有无人机驾驶执照。但
现实中，多地无人机操控者接受采访时却
表示，平时操控无人机飞行，“只要不出
事，基本没人管”。
重庆市资深无人机操控者刘先生说：

“无人机的飞行管理，目前实际上大部分
是机场在做，而我们平时外出航拍一般不
会申请，也没人会管，飞行主要靠自律。”
“无人机驾驶员执照培训费要上万
元，实在太贵了。至于提出飞行计划申
请并得到批准，需要有飞行任务委托
书，还要提前好几天携带相关文件、材
料到相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非常繁
琐。”云南省昆明市无人机飞行爱好者
黄先生说。

■监管

250克以上民用无人机
6月1日起实名登记

民航局空管办副主任张瑞庆16日
表示，民航局已经初步完成了民用无人
机登记注册系统的开发，将于5月18日
上线运行，6月1日起正式对质量在250
克以上的无人机实施登记注册。同时，
正在积极建立无人机实名登记数据共
享和查询制度，实现与无人机运行云平
台的实时交联。
此外，民航将发布民用机场保护范

围数据。为保证机场及周边飞行安全，
民航局按照国际民航组织标准，收集、
整理了机场禁飞区域数据，更有效地利
用电子围栏等技术保障安全，提高社会
对无人机限制飞行区域的认知并在此
基础上开发更多的技防手段。民航局将
于5月18日发布首批155个机场保护范
围数据。张瑞庆还表示，民航局正在制
定使用无人机开展通用航空经营活动
的准入管理规定，针对发展特点和需
求，拟将农林喷洒、空中拍照、航空摄影
和执照培训四类主要经营项目列为许
可对象，同时配套开发无人机准入和经
营活动监管平台。
多位专家认为，无人机“黑飞”屡禁

不绝，与我国立法滞后于无人机市场快
速发展有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教授高国柱介绍：“我国目前还没有专
门针对无人机管理的法律法规，现有无
人机管理规则法律效力不高。”据成都
警方通报，4月19日至23日，先后有4名
男子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内放飞无人机
被警方抓获，因其行为尚未影响机场航
班正常起降，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如何做到既放活市场又监管到位？

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
究员张起淮建议，立法部门应从生产、购
买、适航、注册、审批、飞行、监管、惩处等
方面全方位立法，并同步出台与法律相配
套的实施细则、操作规程和行业规定，将
无人机真正纳入法律体系。据新华社设计/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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