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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近日，市民李大爷的
腰腿疼突然加重，半夜经常被疼
醒，这让一家人犯了愁……正愁眉
不展之时，他了解到“武当太极膏”
对膝关节疼有帮助，随即买了一个
疗程，用完后病情有了很大改善。

据了解，李大爷之前因腰腿

疼做过检查，被诊断为腰椎间盘
突出压迫坐骨神经、退行性膝关
节病、骨质增生、关节间隙狭窄、
半月板损伤。之前一直靠吃药、
贴膏药维持，但这次药物不管用
了，医生建议他换关节。抱着试
试看的想法，老人用了一个疗程
的“武当太极膏”，没想到用了之
后，病情改善了许多。老人高兴

地说：是“武当太极膏”解决了我
多年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到，
此药是传统中药专利配方，专门
针对颈腰椎间盘突出、增生、椎
管狭窄、椎体滑脱，膝关节滑膜
炎、骨质增生、髌骨软化、半月板
损伤等骨病。

据介绍，位于市区矿工路中
段市一高西100米路南的惠民大

药房一分店经销的武当太极膏
独含的中药古方透骨成份能快
速穿透皮肤和骨质直达病灶髓
核，刺激髓核产生足够多的肾骨
酶，使骨病得以修复和彻底康
复。专家提醒：现在正处于秋
季，气血运行通畅，正是治疗关
节病的最佳时机，身患以上疾病
的人不妨试试武当太极膏。★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10月10日下午，由美年大
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与市妇联、市健
促会、市抗癌协会联合发起的“呵护女
性健康 绽放生命精彩‘健康鹰城·粉
红丝带’活动启动暨白玉兰卡公益捐
助仪式举行，各界妇女代表千余人参
加了活动。

据介绍，乳腺癌被列为全球第一
的“红颜杀手”，是一种严重影响妇女
身心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的最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全球每26秒就有一名女
性被诊断出患乳腺癌，几乎每一分钟
就有一名女性死于乳腺癌，中国已成
为乳腺癌“高发区”。自 1992年到现
在，“粉红丝带”作为预防乳腺癌活动
的象征，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响
应，成为关爱女性的典范。

“健康一个女性，幸福一个家庭，
完整一个世界”。为号召更多的女性
关注身体健康，关爱乳房健康，由美年
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与市妇联、市
健促会、市抗癌协会联合发起了“粉红
丝带”关爱女性、关注乳房公益活动。
美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为市妇联
推荐的妇女干部及贫困弱势妇女群体
提供价值52000元的女性两癌专项筛
查粉红丝带关爱卡，为抗癌协会资助
的12名癌症患者提供价值近3万元的
深度精准体检卡——白玉兰卡，旨在
通过对女性多发常见的乳腺癌等癌症
的精准防控，结合基因检测，为女性朋
友提供多维度、深层次的精准健康体
检服务，唤醒全市妇女对乳腺癌的认
识，普及女性乳腺疾病防治知识，推动
乳腺癌早期诊断工作开展，让癌症患
者在与病魔抗争中感受到来自社会的
关爱和帮助，重新树立健康、自信、幸
福的完美女人姿态。

“粉红丝带”在中国已有 15个年
头，此次活动也是我市首次将“粉红丝
带”活动引入鹰城。据悉，活动启动
后，美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将携
手市妇联、市健促会、市抗癌协会，继
续通过开展乳腺健康知识讲座、咨询
以及乳腺癌筛查等活动，把关爱和健
康传递给更多的女性朋友，切实做好

“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呵护女性健康
绽放生命精彩

“健康鹰城·粉红丝带”
活动启动

汝瓷素有“汝不盈尺”之说。
也就是说，受传统工艺和烧制技术
的影响，传统的汝瓷作品一般高低
不超过1市尺。但是，2010年，韩琴
汝瓷的创始人韩琴却突破了这一
难题，烧造出了大件汝瓷精品——
荷叶口大瓶（如图），书写了大件汝
瓷的艺术传奇。

韩琴说，大型汝瓷的烧造由古
至今都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
在烧制过程中难以破解诸如制胚、
上釉、烧制等技术难题。特别是在
汝瓷传统的施釉技术上，汝瓷采用
的是浸染施釉技术，因胚体过大，
施釉是一项重大的技术难题；其
次，制胚过程中，胚体过大也容易
变形；其三，在烧制过程中，同样由
于胚体过大，容易爆裂。

2009年，在成功仿制汝瓷的基
础上，韩琴决定挑战汝瓷大器型的
烧造。为了突破这一难题，韩琴费
尽了心血。刚开始做大器型的时
候，韩琴请了很多外地的师傅帮
忙，做了很多次实验都不行。由于
大器型都是手拉坯，做坏烧坏了都
是损失，所以研发大器型就是在烧

钱。当时迟迟攻不下大器型这个
难关，韩琴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
觉。有时候半夜忽然来了思路，她
也会毫不犹豫地爬起来做实验。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韩琴带领
技术人员通过集体攻关，在制作和
烧制过程中，把现代工艺和传统工
艺相结合，打破传统的观念，引进
和采纳了我国瓷业烧制领域里的
最新科技成果。特别是一些现代
元素的注入，突破了制约汝瓷烧制
的一些瓶颈性因素，从而催生了荷
叶口大瓶这一现代艺术和传统艺
术交相辉映珍品的诞生。

2010年8月，第一件超大器型
汝瓷器件“荷叶口瓶”诞生，高1.3米，
被众多媒体誉为“汝瓷巨无霸”。韩
琴又集中7名技术骨干人员，实验烧
制90多次，耗资5万多元，终于在
2010年10月28日，从200多个素胎
中再次成功烧制出8件汝瓷荷叶口
瓶器件，高130厘米，彻底改写了汝
瓷“高不盈尺”的历史，韩琴现已开
发出了大画筒、观音瓶、鱼缸、鱼尾
瓶、柳叶瓶等10余个品种的汝瓷特
大件作品。 （王红梅）

本报讯“一直有买车的想
法，前期已经有比较中意的几款
车型了，也初步了解了价位，就
等着报社十月车展开始。”近日，
市民王先生说，上半年报社春季
车展时，他在最后一天才到现场
看车，当时不少优惠车型早已卖
完，他特别后悔，因此这次他早
早就关注了报社十月车展。

据了解，近年来逛车展已经
渐渐成为鹰城市民的一个习

惯。车展上豪车、靓车给人带来
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还为购车
者准备了多重惊喜。即使不买
车，现场的香车美女和各种表演
也能让您大饱眼福。

“错过这次报社十月车展，
想买便宜车的消费者就真的要
等到明年了。”一些汽车经销商
表示，针对这次车展，他们已制
定好了促销方案，“力度是前所
未有，超出消费者的期待。”

“车展上各种各样的车型都
摆在一块儿，省去了逛各个汽
车 4S 店的时间，对我们购车者
来说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更重
要的是，车展上购车享受的优惠
多，今年我们买车专门等着报社
十月车展开始再出手。”在市区
某教育机构工作的黄先生说。

据了解，本次车展，主办方特
为购车者备下多重大奖，前100名
提前报名并在车展现场成功购车

者，可获500元油卡一张；第101名
至300名提前报名并在车展现场
成功购车者，可获得价值500元的
大礼包。

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
“鹰城微车市”，发送“姓名、电
话、意向车型”，收到回复信息即
为报名成功；编辑短信“姓名、电
话 、意向车型”到 15603751862，
收到回复信息即为报名成功。

（牛哲）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谈起皮肤病，从医的张教
授深有感触，他之所以向病人推荐“夫
士软膏”，主要是有切身体会。他妻子
一到夏天全身就会出满鳞屑红斑疹
子，痒了就抓，抓得血肉模糊，涂涂抹
抹，皮肤也变色了，西药更是吃出了肝
肾综合征。用了“夫士软膏”后，硬痂
开始往下掉，鳞屑、红斑和疹子一天天
减少。一个月后皮肤和正常人一样，
如今几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复发。

记者采访了解到，位于市区矿工
路中段市一高西100米路南的惠民大
药房一分店经销的夫士软膏是中药古
方，该药对牛皮癣、皮炎、湿疹、瘙痒
症、鱼鳞病、白斑、红斑、荨麻疹、体癣、
手足癣、脚气、花斑癣、痤疮等各种皮
肤病有一定效果。经临床研究，夫士
软膏能清除体内血毒、脏毒，帮助患者
清除易感基因，重造内外分泌系统，从
病灶处修复免疫细胞，让肌肤全面康
复。按疗程使用后可恢复正常。患者
可拨打康复热线电话 0375-6168120
咨询。

皮肤病反反复复

夫士软膏
为你解决烦恼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中原
证券平顶山新华路营业部获悉，
近期将陆续展示中原证券“赢在
中原”实盘理财竞技大赛的选手
情况。本次竞技大赛分为“5万-
50万元”和“50万元以上”两个
组，每期各展示3名选手情况。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star? long
总收益率：365.86%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
持仓股票：空仓
选手昵称：xia666
总收益率：217.51%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

持仓股票：宝泰隆5000股
方大炭素 68000 股 健帆生物
100股 康泰生物200股

选手昵称：马文杰
总收益率：199.17%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
持仓股票：太平洋3395股

丰 华 股 份 500 股 创 意 信 息
2200股 津滨发展1600股

银都股份1000股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杜杜

总收益率：349.68%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
持仓股票：盛屯矿业50000

股 瀛通通讯 10000 股 国脉科
技52900股

选手昵称：伟大
总收益率：182.03%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
持 仓 股 票 ：均 胜 电 子

155262 股 中鼎股份 63200 股
天目湖1000股

选手昵称：韦晨
总收益率：113.23%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持仓股票：空仓
投资者可通过中原证券网

（www.ccnew.com）大赛专区、
财富中原微服务微信平台（微
信 号 ：ccsccfzy）直 接 报 名 参
赛。大赛热线电话中原证券平
顶 山 新 华 路 营 业 部 0375-
7695062。 （李雅卓 牛哲）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不作
为操作依据。股市有风险，入
市需谨慎。）

“太平洋财险杯”报社十月车展系列报道

报社十月车展

选好车，抢实惠，你准备好了吗？

研发大器型 书写汝瓷艺术传奇

“赢在中原”理财大赛选手展示

膝关节疼、颈腰椎病 试试武当太极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