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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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1627835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少数人有头昏、

嗜睡、恶心等症状。请按说明书使
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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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0052号

口臭口干胃难受，对因治疗是关键。
您有口臭口苦吗？浓烈的口臭可能会让

身边的人难耐而自身也感不适，其实口臭、
口干口苦、口疮便秘、胃难受，可能都是身体
受损的表现。口臭等是常见的病症，阴虚郁热
可能是其原因，有可能由于多食肥腻、辛辣食
物，老年人体弱多病，或是由工作压力大、熬夜
加班、精神紧张而引起胃热伤津，气郁化火；热
盛伤阴，而阴液虚损。出现口臭、口干口苦、口
舌生疮，牙龈肿痛、便秘、胃灼热痛等症状。

患了口臭口苦等，不妨用“养阴口香合
剂”，贵州万顺堂药业精心研制，国药准字，精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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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口臭、口干、口苦、口腔溃
疡、胃灼热痛、肠燥便秘等。按疗程服用巩固
疗效，4天一疗程，一般1-2疗程(2-4盒)，
重症可增加用量，延长疗程。有糖耐量异常患
者代谢功能患者请按说明书【注意事项】使
用。 请按药品说明书使用或在药师指导

下购买药品 .
【禁忌】【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本品可刷医保卡
经销地址同下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1627835

国药准字 z20025095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黔药广审(文)第 2017050042号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gzwst.com

口臭口干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臭口苦胃难受 ，阴虚郁热是病因 口臭口苦是病 ，要及时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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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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甲牌复方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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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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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050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539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网址：http：//gzws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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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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黄靖斐

被誉为接棒《摔跤吧，爸爸！》的又
一话题神作——— 泰国电影《天才枪手》
10月10日在青岛举行提前点映，记者
在万达CBD观看了影片。影片根据
2014年轰动世界的考试作弊案改编，
讲述了两位天才学霸利用不同国家的
时差作弊赚取黑钱的故事。一部青春题
材影片，却被拍出了谍战片的感觉，影
片中处处折射着社会的不公平和潜规
则，沉重的主题内核让人无法再把此片
当做一般校园电影对待。

题材新鲜：
神节奏故事叠加无废话

泰国电影《天才枪手》几乎以横扫
之势成为全球年度神片，被誉为“接棒
《摔跤吧，爸爸！》的又一话题神作”，网
友也是一路好评。
很多人看到电影片名，以为是枪

战大片，其实，这是一部以高中生为
主角的青春校园片，而且主题是放不
到台面上的“作弊”。虽然题材限制了
电影格局，但胜在导演对观众的心理
把握准确，让这样的小主题电影却能
把观众看到几乎窒息。
根据故事的推进，影片中有三场

从小到大的作弊场面，第一场是女主角
小琳用橡皮给好友传答案，第二场是用
弹钢琴的不同指法分别代表ABCD来
作弊，最大的一场则是改变多人人生轨
迹的利用时差进行的“跨国”作弊，故事
的进行和叠加没有废话，只有巧思妙
想、干脆利落的剪辑。
电影最大的卖点应该是导演的

神剪辑和神节奏，几场作弊的过程
紧张刺激，犹如好莱坞电影《瞒天过
海》，没有对白推进，却靠着铅笔、考
卷、橡皮、皮鞋等特写镜头，配上紧
张刺激又恰到好处的音乐，每个镜
头都自带节奏，导演拍得如此惊心
动魄，让观众跟着肾上腺激素飙升，
一部青春题材电影，却拍得像谍战
片一般精彩。

贫富差距：
现实改变人生选择

当然电影不止好看那么简单，剥离
导演的花式炫技，电影的内核才让人有
深刻的反思和解读。两名学霸拼命读
书，家里人省吃俭用凑学校要收的“赞
助费”，而有钱人家的孩子却每天吃喝
玩乐，考得稍微好一点就收到名车、出
国留学的奖励。贫富差距和教育资源的
分配不公，让他们有了“与其争夺一个
名额，不如帮富学生作弊赚钱”的想法。
小琳第一次帮助好友作弊属于心

软，而后来则是为了帮爸爸分担一些经
济压力，从小范围作弊到最后发展到进
行跨国作弊，她一个人记不住那么多答
案，于是拉上另一位贫苦优秀生班克，
一起为了金钱铤而走险。
当班克拒绝时，小琳说：“你对

生活诚实，生活照样会欺骗你。”班
克用赚来的钱装修了自家的洗衣
店，但也彻底走向了堕落。最终，小
琳迷途知返，直面自己的内心去揭
发了这个骗局，而班克也受到了
应有的惩罚。

青春正好：
男女主角演技在线

电影里众主演的演技可圈
可点，饰演女主角小琳的茱
蒂蒙·琼查容苏，是新人
演员，身为泰国超模的
她长相国际化，有一丝
丝杜鹃的独特清冷气
质。她演出了“书呆
子”小琳的纯，也演出
了叛逆天才的酷。小
小年纪就仿佛看透
了大人世界里的所
有把戏，气场强大，
眼神很有代入感，会

让观众以为她就是当事人。
扮演男主班克的查侬·散顶腾古，

被网友称之为泰国版刘昊然，电影中的
班克，如果没有意外，应该安安稳稳拿
着奖学金，勤工俭学，顺利完成学业，因
为一次“举报”，他成为作弊富二代的眼
中钉，并被殴打扔到垃圾场。接受“交
易”之后的班克，从最初的朴素正直到
后来的“黑化”反转，查侬·散顶腾古演
出了从贫寒少年到沉沦“作弊”的内心
挣扎，也使得这一青春片足够真实，并
非流于形式和疼痛。

情感浅淡：
却能重重撞击心头

《天才枪手》作为一部校园片，也设
置了很淡但又让人伤心的情感线。小琳

和班克，两个人一样聪明厉害，同样的
出身背景，因为“天才”而成为队友，在
上节目比赛之前，小琳为班克整理头
发和衣服的小细节，让人隐隐看到初
恋情愫的萌发。而两人携手去悉尼考
试时，一起合拍照片定格了美好的瞬
间。在考场上，小琳的紧张并非只为作
弊，也因为班克的被抓。
而当小琳选择退出“作弊群”来找

班克时，相信她还带着朦胧的感情
而来，但随着班克威胁捆绑她一起
策划更大的“作弊案”，这点点情感
也烟消云散，青春的痛楚隐隐袭
来。小琳在悉尼事件后删照片、拥
抱父亲等几幕镜头很简单，却能重
重撞击观众的心头。和国产青春片
常常讨论的怀旧、初恋、青涩不同，
《天才枪手》的主题层次很丰富，且
经得起做更多解读。
影片将于10月13日上映。

现象级电影《天才枪手》昨在青点映，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天才枪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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