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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片就能见效却得买10片
“
史克肠虫清”大剂量包装让消费者“别无选择”
武汉晚报讯（记者王春岚 黎清）一
般情况下吃两片就可以见效的打虫药，
却只有10片装卖。 昨日，有市民向本报
反映，“史克肠虫清”用大包装逼着消费
者花冤枉钱。
市民吴涛的女儿感染蛔虫，便想买
一盒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出品
的“史克肠虫清”进行治疗。 该药一盒10
片，为非处方药。 因拿不准用药剂量，吴
涛请教了医生得知， 如果不是严重感
染，一般吃1-2片就可见效。 吃2颗就有
效，剩下的8颗岂不是浪费了？ 该药说明
书上显示，它其实还有一种包装，每袋2
片。 吴涛想买小剂量包装，但跑了好几
家药店都被告知只有10片装。
经过记者调查发现，更符合普通消
费者需求的2片装， 只存在于产品说明

书里，在流通环节根本找不到。
当天， 记者探访三镇10多家药店，
都只有10片装的史克肠虫清。 店员们都
表示， 从没有见过2片装的。 面对记者
“吃两片就可见效， 剩下的药岂不是浪
费的”询问，药店店员的回答让人哭笑
不得。 雄楚大道与楚康路交岔口的益丰
大药房，店员表示每年都可以常规吃驱
虫药。 江汉区新湾五路老百姓大药房店
员解释，“寄生虫很容易互相传染，可以
全家一起吃。 ”
对此，医生的说法是：药品说明书
是患者用药的科学依据，多吃和随意吃
都有风险。 武汉儿童医院临床药师舒畅
更是反对驱虫药随意服用。 它的不良反
应中有变态反应性脑炎，可能导致终身
残疾，绝对不能随意吃。

那么， 哪时能买到2片的小规格包
装史克肠虫清？ 查询后，记者致电“中美
史克及GSK（中国）消费保健品消费者
热线”，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只知道10
片包装的史克肠虫清，建议记者到天猫
“中美史克医药旗舰店”查找小包装，然
而记者随后在天猫旗
舰店也未找到2片的小
规格包装产品。

市面上只有这种10片装的史克肠虫清

医生提醒：纯糖食品每天不能超过25g
和中风的风险较低，还推荐每天吃两块
黑巧克力，甚至认为应该把黑巧克力作
为常规的健康食物。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营养专家
蔡红琳明确表示，不建议中国提倡吃巧
克力， 也不主张过多宣传巧克力的好
处。 她解释，黑巧克力中含有丰富的植
物化学物多酚， 确实对身体有好处，外
国人如果蔬菜水果摄入不多的，巧克力

超值畅游

做器官移植至少要等半年以上

千余患者等待“救命肾”
武汉晚报讯（记者武叶）今年6月11
日是第二个“中国器官捐献日”。 记者昨
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获悉，目前该院共有一千多名患者
苦等“救命肾”，器官移植至少要等半年
以上。
有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公民逝世
后器官捐献为5148例，捐献量列亚洲第
一，世界第二。 尽管如此，由于我国人口
基数大，器官短缺的问题依然严峻。 同
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陈知水所长介
绍，目前在同济医院，约有一千多名患
者苦苦等待“救命肾”，患者从登记到完
成移植至少要等半年。“一名捐献者器
官最多可以救助9个人， 这也相当于生
命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

用了去年的防晒霜

每天吃两块黑巧克力对身体好？
武汉晚报讯（记者毛茵）7岁的嘟嘟
已经长到35公斤，比同龄孩子几乎重了
10公斤。 他对任何甜食来者不拒，巧克
力更是他的最爱，他的父母也认为吃巧
克力好处多多。 真是这样吗？
嘟嘟一家都是甜品的忠实粉丝，冰
淇淋、蛋糕、巧克力，各种饼干更是家里
常备零食。 嘟嘟爸爸说，网上有文章称，
经常吃黑巧克力的人患糖尿病、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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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们摄取植物化学物的一个途径。
而中国人蔬菜水果杂粮豆类等植物性
食物摄取多，还喜欢喝茶，这些是中国
人获得植物化学物的方法。 巧克力是来
自西方的一种食物，到中国来更多就是
一种糖果的形式，而人体摄入纯糖制品
每天不能超过25g。 我们提倡的是多样
化的均衡膳食，某一种食物的营养价值
是有限的。

女子满脸红疹变“花脸”
武汉晚报讯 （记者刘璇 通讯员吴
萍）随手拿了一瓶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
抹在脸上，出去玩了小半天就满脸起红
疹，变成了“大花脸”。 11日，李女士被医
生诊断为化妆品过敏引起的面部皮炎。
上周日中午，朋友约李女士一起去
东湖绿道骑行，出门前，她随手拿了一
瓶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就涂抹在脸
上。 晚上回家后，她感觉脸上痒得厉害，
一照镜子脸和脖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
红疹。 接诊的武汉市东湖医院皮肤科医
生宋毓平检查后诊断她患了过敏性皮
炎，必须抗敏抗炎治疗。 宋毓平告诉李
女士， 已经开封还没有用完的防晒品，
存放后不仅防晒效果会大大降低，且极
易变质，来年继续使用，很容易出现皮
肤过敏。

亲身体验古文明

16800 元一价全含 希腊、意大利超级深度 2 国游
最棒的出游假期，值得最经典的深
度游行程，抢先报名最划算！ 为了迎接
暑期档，本报俱乐部联手盛德路伟国际
旅行社推出“轻奢定制希腊意大利超级
深度 2 国 15 日体验游”， 仅 7 月 12 日
一个团期，特惠价 16800 元（含签证、小
费及酒店城市税）。
带你畅游爱琴海最美海岛米克诺
斯 + 圣托里尼、永恒之都罗马、世界文
化遗产佛罗伦萨、 浪漫水城威尼斯，探
索世界七大人工建筑奇景之一——
—雅
典卫城，游览“意大利的灵魂”托斯卡纳
风情小镇锡耶纳、圣吉米亚诺，造访“天
空之城”巴尼奥雷焦，前往托斯卡纳著
名的红酒产区蒙特普奇安诺。 全程升级

四星级酒店住宿，圣托里尼升级为悬崖
酒店，意大利特别安排一晚庄园或古堡
酒店，餐饮升级六菜一汤，安排意大利
特色餐及希式特色餐。
值得一提的是，畅游爱琴海最美海
岛，感受蓝白国度的浪漫，并且岛上留
有充足的自由活动时间，尽情享受浪漫
的海岛时光，在世界文化遗产罗马古城
内感受斗兽场及古罗马废墟带来的震
撼！ 特别安排雅典一整天自由活动，跟
团游的同时享受自由行的乐趣。 造访
“天空之城”巴尼奥雷焦，早知道宫崎骏
正是在此找到了创作灵感！
乘坐游船前往令无数摄影师神魂
颠倒的圣托里尼岛，乘船穿梭于爱琴海

静脉曲张

一涂一抹 方便真好

告诉您一个小方法
静脉曲张多发生在小腿内侧，早期往往
不被重视，患处青筋凸起，蚯蚓团状，任其发
展会痒痛、麻痛、胀痛、还会疼痛溃烂。 静脉曲
张、脉管炎千万拖不得。
静脉曲张、脉管炎现在可以试试冷敷理
疗的外用新方法，就是用“脉力健牌消痛冷
敷凝胶”，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均可放
心使用，只需在患处一涂一抹，简单方便。
脉力健牌消痛冷敷凝胶： 新一代静
脉曲张外用产品， 专为静脉曲张、 脉管
炎人群研制，它巧妙运用了外敷理念，通
过体表涂抹，皮下吸收、靶向渗透，简单
方便。 可以促进局部患处血液循环，加速
新陈代谢。 达到缓解静脉曲张、脉管炎引

起的各种酸痛、胀痛、麻痛等症状。
好消息： 为回馈广大朋友对本品的信
赖， 现推出 1000 盒脉力健牌消痛冷敷凝胶
活动，凡打进电话订购者，按疗程 10 盒起购
买，可享受特大优惠。 每人限购 20 盒，送完
为止。
青械备 20170009 号
青医械广审（文）第 2017080005 号
青海珠穆格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订购热线:4008-935-771
（提供免费快递、货到付款服务优惠代码：0682）

各岛屿之间，每座岛屿都唱着不一样的
美妙诱人歌曲，由海上仰望圣托里尼岛
的海湾，悬崖上白墙蓝顶屋舍，是旅游
希腊经典的体验之一。
行程还会途经美丽的人工开凿运
—克林斯运河，这里有欧洲巴拿马
河——
运河之称；抵达后参观“古代希腊医药
神的圣地”——
—埃匹达鲁斯古剧场，圆
形的大剧场从底层向上扩展，可以容纳
18000 余名观众，站在剧场中心的圆圈
中，即便是撕一张纸的声音，在剧场的
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在没
有音响设备的古代， 利用建筑上的设
计， 达到了今人难以想象的演出效果，
超级震撼！

线路名称：轻奢定制——
—希腊意大
利超级深度 2 国 15 日体验游
出发团期：7 月 12 日
行程价格：16800 元（含签证、小费
及酒店城市税）
报名时间：6 月 14 日
（本周四上午 9：30）
咨询电话：
18827019977（微信同号）
18827029977（微信同号）
报名地址：长江日报路 2 号长江日
报广告部一楼 （地铁 3 号线菱角湖 C
出口前行 200 米即到）
文 / 涂为

湖北工业大学意大利国际班招生会 6 月 16 日举行
意大利公立大学免学费 文 / 理 / 艺术高考生招收 40 名
意大利不仅是文艺复兴发源地，更是高
等教育的起源地， 艺术设计及音乐方向在
世界范围内都取得瞩目成就。 2005 年意大
利政府为中国学子开辟了两种留学通道：
针对文 / 理 / 工科生开辟马可波罗计划，针
对美术生、 音乐生和传媒生开辟了图兰朵
计划。 意大利所有公立大学（国立大学）以全
免学费政策，招收中国学生赴意深造（高中
升本科、本科升硕士）。
湖北工业大学于 2017 年 开 办 中 意
2+2 合作办学项目，面向全国高三应届艺术
毕业生招录。 2018 年凡通过全国普通高考
计划内录取的我校艺术设计学院和工业设
计学院 2018 级全日制设计学类本科生均
有资格报名进入中意 2+2 合作办学项目。
进入该项目学习的学生，达到专业及语言要

求者， 可在 4 年 -5 年内获得湖北工业大
学和意大利大学的本科双学士学位证书。
6 月 16 日上午 10 点，“意大利国际
班招生会” 将在湖北工业大学校内举行。
主要介绍中意 2+2 合作办学项目、马可波
罗和图兰朵计划，说明入学要求及中意国
际班招生政策。
当天下午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教授莅
临湖北工业大学，将对高三毕业美术生的
美术作品进行测评，同时发布佛罗伦萨美
术学院历年入学考试要求。 如需参加当天
下午测评的美术生家庭，需提前与我方预
约测评时间，并准备好 3-5 幅美术作品。
凡参加 6 月 16 日招生会的学生家庭
需提前预约，凭预约号入场。
电话：027-59750711 13554125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