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程大志教授在 40
多年的研究中发现，冬虫夏草
在肾病治疗上能够分解和清
除沉积在肾小球滤膜上的免
疫复合物，修复受损肾单位，恢
复肾功能，降低肌酐和尿素氮，
消除蛋白尿，治疗效果稳定持
久不复发。是目前治疗肾病最

好的天然药物。相对单一的透
析和西药治标的方法优势异
常明显。

2008 年，程大志教授研制
的走进自然冬虫夏草纯粉胶
囊问世了，该产品以青海原产
冬虫夏草为原料，经高科技物
理手段萃取加工( 获国家专
利)，并对重要成分富集、活化

而成( 不添加任何其他成分)，
在同等重量下，治疗功效是冬
虫夏草原体的 5 倍左右，而价
格仅为冬虫夏草原体的 1/15 。
冬虫夏草终于走进普通家庭。
自上市以来，经大量病例统计
分析显示：服用一个疗程：乏
力、失眠、恶心、呕吐、精神不振
等症状消失，水肿、多尿、无尿、

少尿等症状明显减轻。服用二
个疗程：尿蛋白、肌酐、尿素氮
等指标明显下降。服用三个疗
程：尿蛋白、肌酐、尿素氮逐步
恢复正常，透析患者逐渐减少
透析次数。

济南王立新，34 岁，慢性
肾衰，双肾轻度萎缩，血肌酐
743 、尿素氮 12 . 9 、血压 170/

100 、血色素 6 . 3g，开始接受血
透！2009 年 12 月，开始服用走
进自然冬虫夏草，一个疗程后，
水肿及各类不适症状基本消
失！二个疗程后血透由每月 6
次减少到了每月 2 次。到今年
5 月，血透停止，血色素维持在
9 . 5g，血肌酐降到 218 、尿素氮
降至 9 . 0 ……

为庆祝走进自然冬虫夏
草胶囊济南地区应用人数过
1000 人，特于 10 月 20 日至 31
日开展“爱心援助”活动，凡在
活动期内购买将获爱心援助。
咨询电话：0531-86129991
活动地址：宏济堂参茸大药房
( 共青团路 66 号) 市内免费
送货

肾衰尿毒症患者将获爱心援助

专家揭秘：一夜效膏药又
名千山活血膏，是北京张修成
教授研制而成的国药准字号
Z20025596 号新型特效黑膏
药，该药已在北京各大医院临
床使用。主治：膝关节骨质增
生、滑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
损伤、风湿性关节炎等。由于
该药方精药奇，疗效确切，采
用穴位贴敷，能快速修复关节
软骨和韧带的退行性变，消除
关节水肿、粘连、僵硬、疼痛、
增生。一般三天可恢复正常生
活，1-3 疗程即可。一个疗程
15天，单膝需 3-5盒。
电话：86639008 地址：宏济
堂（大观园东门对面）

一夜效膏药速治

膝关节
骨质增生
滑膜炎

祖传秘方唐金保面瘫康
复贴一贴见效，２－３个疗程
治愈。主治面瘫、面肌痉挛、
面瘫后遗症、面肌僵硬、麻木
萎缩。

经销：宏济堂（大观园
东门对过）

电话： 83990551

面瘫痉挛
好不了
快快来找唐金保

十一家权威医疗机构临
床验证，靶向给药，强力渗
透。针对白内障、老花眼、迎
风流泪、玻璃体浑浊、飞蚊症
等各种眼病，愈后不复发。
电话：89950303
地址：宏济堂药店(大观园东
门对过)

老花眼
白内障
一贴就好
新视力 首个准字号眼贴

祖传秘方聂广明结肠炎
贴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不打
针，不吃药，不复发。20 天还
您一副好肠道。适用于结肠
炎，直肠炎，溃疡性、慢性结
肠炎，腹痛腹泻。

电话：82582229
地址：宏济堂（大观园东

门对过）

结肠炎
不再
年年治

专家指出：脚部出现鸡
眼、硬茧使经络循环不畅，危
害严重。千足液由两名藏医学
教授依据古方历时五年独创
研制而成。它是一种纯天然动
植物活性提取物的组合液，能
迅速穿透脚部死皮、脚垫、硬
茧，抑菌清毒，使之与正常皮

层自然分离，在 3 — 7 天左右
使鸡眼、硬茧等不疼自然变软
脱落。

咨询： 0531-8 8 2 2 3 9 8 1
( 市内免费送货) 经销：宏济
堂参茸大药店( 共青团路 66
号)、章丘健民、长清为民、
商河新春、济阳永康堂

鸡眼、硬茧一贴消

口臭难闻，不治怎行。刷
牙、嚼口香糖都遮盖不了阵阵
恶臭。“双清颜欣胶囊”科学选
用藏区传统藏茶和雪域沙棘
辅以数种高原野生药用植物，
清除血毒，净化内脏，增强肠
道蠕动清除宿便，彻底解决口

臭根源问题。服用当天口腔清
爽，6 天口臭、口腔异味消失，
2 ～ 3 个周期口气清香怡人！

咨询：0 5 3 1 -8 9 8 6 3 3 0 8
( 免费送货，买 5 赠 2)
经销：宏济堂参茸药店( 共青
团路 66 号)、章丘永兴堂

口臭特效小偏方

“易星戒烟”是目前惟一
国家专文批准的敢承诺、敢保
证的专利戒烟产品，内含数十
味中草药精华。形似香烟，不
用点火，通过肺部吸收，快速
排除体内尼古丁，清除肺部积
存的烟焦油，调节人体代谢平

衡，连续使用 6 天即可彻底戒
掉。郑重承诺：最多一疗程(两
盒 6 天) 保证戒掉，否则免费
赠送直至戒掉为止。

咨询：0 5 3 1 -8 5 5 1 2 9 9 0
( 免费送货)经销：宏济堂参茸
大药店(共青团路 66 号)

戒烟 只需 6 天

国家科技部最新消息：
我国科学家突破抗肿瘤核心
技术，成功研制出世界上首
个小分子双靶点抗肿瘤新
药——— 安体舒。经国家药监
局严格审查，安体舒被批准
为国家级“一类新药”。

科学家向全世界揭示了
安体舒最主要的两大先进
性：

一是靶向治疗。安体舒
通过靶点将癌细胞与正常细
胞区别开来，就像技术高超
的射击运动员打靶一样，只
杀癌细胞，不伤害正常细胞，
让病人告别了过去传统治疗

所带来的巨大毒副反应，在
延长生命的同时还能获得良
好的生活质量。

二是吸收快，见效快。安
体舒的分子量极小，仅为
179 . 6 ，还不到一般药物分子
量的十分之一，1 . 25 小时吸
收入血，直捣癌细胞的“心
脏”部位，癌细胞迅速死亡和
凋亡。

肺癌患者郭长海，服用
安体舒 10 天后，胸痛、气喘
明显减轻；服药 60 天后，肿
瘤明显缩小；服药 90 天后，
病灶完全消失。四年来无任
何复发转移迹象。

肝癌患者张启琨，服用
安体舒治疗仅 7 天，疼痛减
轻、腹胀消失；用药一个月
后，疼痛消失，精神大为好
转；用药四个月后，肿瘤消
失。四年来生活得很好。

安体舒指定服务部：1 、
东方门诊肿瘤专家咨询服务
部( 省立医院东门北行 5 0
米) ；2 、齐鲁肿瘤咨询中心
( 齐鲁医院南门对面杏林三
楼)；3 、同燕堂肿瘤专家咨询
服务部( 省肿瘤医院大门斜
对面)

专 家 热 线 ：0 5 3 1 -
87911110 、82616577

治肿瘤国家新型靶向药

吉林双士药业联合美国
联邦科学院特邀院士哈斯·里
根教授，中央医学科学院心脑
血管疾病研究中心的首席研
究员刘启立教授：成功研发出
我国第一个“药物神经搭
桥”——— 消栓通脑组合。实现
了治瘫医学史上二大突破。消
栓通脑组合对药物进行了微
分子化，能轻松进入血栓内
部，从栓核中心彻底瓦解血
栓，血垃圾。使人体血液得到
净化，加快血液循环。达到洗
血溶栓的目的。患者此时，冰
凉的手脚暖了，麻木的四肢有
知觉了，能握筷子了，能自己
解裤腰带了，能开门上厕所
了，能清晰的说“尿”“啦”等字
了，不流口水了，衣服干净了。
消栓通脑组合中的神经牵引

蛋白可根据“神经同根记忆信
号”将断裂的神经，牵引在一
起，使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
能准确无误的接收到大脑所
发出的神经信号，确保人体可
以自由活动。患者此时，能下
床独立行走了，吃饭不用人喂
了，说话连贯了，大小便能自
己处理了，家里再也没有尿臊
屎臭味了，行动不靠人扶，生
活能基本自理，中风不再犯。
5 大权威医院公布 1368 例临
床结果：3 个疗程 1329 例生
活自理。服用 15 天，冰凉的手
脚感觉暖暖的，麻木的四肢有
了知觉，能轻微活动了。服用
一个疗程，眼看着手能抬起
来了，不流口水了，衣服干净
了，能握筷子了，更不可思议
是：能解开裤子，能开门上厕

所了。服用 3 个疗程：神经搭
桥顺利完成，瘫痪四五年了，
能第一次自己站起来，后遗症
能完全消除，生活能够自理，
能下床独立行走。消栓通脑组
合主治：半身不遂，四肢麻木，
口眼歪斜，言语不清，流口水，
肢体偏瘫大小便失禁等中风
后遗症。

康 复 热 线 0 5 3 1 —
61381228 81811707

指定经销：大观药店(大
观园商场东门斜对面) 神农
大药房（泉城广场泉标北 30
米）

脑神经搭桥十瘫九好

国内
上市 8 周
年的何氏
狐臭净，获
得全国各
地患者的

普遍认可。多年半信半疑的患
者，如今纷纷来店里购买。

专家讲：何氏为外用水
剂，可均匀涂于腋下皮肤，特
有成分充分渗进所有大汗
腺，改变大汗腺脂肪酸偏高
的分泌生理机制，恢复汗液
正常成分，真正切断腋臭的

根源。该品功效强大，部分用
户仅仅涂抹一次，就能 3 个月
-3 年无腋臭。跟踪观察 8 年，
所有正确使用、并足量一瓶
( 约用 5-6 个月) 者，无无效，
无复发！无需第二瓶！该品无
色无味，五天一次，特别方便。
解除狐臭对青少年升学就业、
婚姻交友等的不良影响。中央
CCTV2“为您服务”栏目每日
推荐本品。目前市面上有些普
通产品模仿本品，请消费者注
意鉴别，认准本品每盒所附国
家公证机关签章的“复发巨

赔，无效巨奖”法律公证书。连
续 8 年全国各地消费者认可，
信用更好。
销售服务电话：89857232
指定销售：济南：广济堂药店
( 省中医往东 20 米路口) ，舜
天大药店( 济南市大观园东
门对面) 同仁堂药店（趵
南路国医堂南临）济阳：万
荣大药房( 中医院西 50 米路
北) 章丘：济德堂大药房
( 百货大楼南 8 0 米) 长清：
惠康平民大药房( 黄河商场
北门东 50 米)

谁还有狐臭？快用何氏狐臭净！

“双清痔舒坦”将肛内直接
用药，使用 1支肛门疼痛、憋涨、
火辣、瘙痒症状立即缓解；8-10
天痔核开始萎缩变硬，逐步脱
落；使用 30 天直肠及肛静脉血
循环顺畅，痔疮完全消失。“双清

痔舒坦”从源头清痔毒、祛痔核、
除痔疮，有效治疗久治不愈反复
发作的内痔、外痔、混合痔、肛
裂、肛瘘、脱肛等肛肠疾病，真正
解决不复发！大观药店、长清恒
济堂 电话：0531-88340339

“双清痔舒坦”治养合一
清除痔疮真舒坦

大唐康七味消渴胶囊，国
药准字 z20040080 ，国家中药
保护品种，国家三类新药，山
东省省中医程益春教授研制，
吉林通化华辰药业生产，名人
研制，百年大厂生产，疗效确
切，无毒副作用，连续五年全
国同类产品销量第一，国家
315 消费者信得过品牌，连续
七年患者零退药、血糖不反

弹、并发症无复发案例，国家
唯一一个既降血糖又预防并
发症的国药准字号药物，服
用一月无效全额退款，打进
电话可享受“先试用，有效再购
买”。

咨询电话：85879077
专家提醒：糖尿病是病，

病要用药来医，保健品、食品
不具有治疗效果！

治疗糖尿病，相信国药准字

感冒药多是复合制剂，
主要包含解热镇痛、抗过敏、
收缩鼻黏膜血管、止咳等药
物成分，它们可能抑制泪液
分泌，降低角膜湿润程度，引
发双眼干燥。而经常戴隐形
眼镜的人，泪液的分泌和循
环机能往往比一般人差一
点。吃感冒药会加重眼干，容
易导致角膜炎、结膜炎等炎
症。因此，吃感冒药期间最好

摘掉隐形眼镜，改戴框架眼
镜。若因工作需要必须佩戴
隐形眼镜，可选择一些不会
影响泪液分泌的感冒药，如
中成药感冒药。或在服药期
间，适当滴些人工泪液补充
水分。

此外，若感到眼睛不适，
如出现眼部发红、发痒等症
状，应摘掉隐形眼镜，及时去
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吃感冒药摘隐形眼镜

嵌甲( 趾甲往肉里长) 、
甲沟炎、手指、脚趾红肿化
脓，轻轻触碰如刀割般疼痛
难忍，临床无药可医，手术
拔甲又反复发作，那该怎么
办？历时 6 年独家研制的美
国百斯特“甲沟贴”采用美
国精分子分离技术，浓缩十
余味中药强力渗透甲沟组
织，深入甲床杀菌消炎，活
血消肿，迅速软化甲刺，使

深入肉中的趾甲逐渐收敛至
甲床表面，甲边缘自然萌
出，彻底消除嵌甲、甲沟
炎。当日止痛， 3 - 5 天消
肿，一般 3 个疗程治好嵌
甲，反复拔甲患者需连用 1-
2 个月恢复正常。
咨询热线： 0531-8 9 0 5 5 6 2 2
( 买 3 赠 1 ，免费送货)
经销地址：宏济堂参茸大药
店(共青团路 66 号)

甲沟炎 一贴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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