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眩晕”是由某种疾病导
致脑组织得不到正常的血液
(或氧)和营养供应而出现控制
身体平衡系统的脑神经功能发
生紊乱，眩晕对人体危害极大，
如不及时治疗，脑组织严重缺
血、缺氧，流向大脑的血小板运
行缓慢，眩晕反复发作最终形成
脑血栓、脑溢血、头痛。

由兰州佛慈制药独家生
产的(国药准字号)“定眩丸”
是专治各种眩晕症的良药。

“定眩丸”能对人体“肝、心、脾、
肾”进行全面调理，明显增强人
体的造血功能，改善血液品质，
降低血液黏稠度，提高血液携氧
能力，从而能够保护和修复受损
的脑神经，阻止重大疾病的发
生。使脑组织在每时每刻都能得
到充足的、高质量的血液和氧，
所以“定眩丸”对各种疾病引起
的眩晕症状都有疗效，尤其对西
医诊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心
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贫血、肾上

腺皮质机能减退、前庭神经元
炎、植物神经紊乱、更年期综合
症、内听动脉阻塞、颈椎病、腰椎
病、脑震荡后遗症、化学物品中
毒、脑动脉供血不足、眼屈光不
正、劳累过度”等引起的“眩晕
症”具有显著疗效。同时“定眩
丸”能够保护脑神经，阻止重大
疾病“脑血栓、脑溢血、脑萎缩、
痴呆”的发生，而且还可以把眩
晕患者常伴有的心惊失眠、耳
鸣、耳聋、手面麻木、潮热盗汗、

痰多胸闷、恶心呕吐、神疲倦怠、
面色苍白、头疼健忘、易躁易怒、
腰膝酸软、肢体震颤等症也都能
得到治疗。“定眩丸”是18味纯中
药制剂，服药后3-5天见效，一疗
程(5盒)可康复，中医认为眩晕
的发生是由“风、火、痰、虚”等原
因引起，多与“肝、心、脾、肾”的
功能失调有关，肝阳上亢，肝火
上扰清窍；脾虚积湿成痰清阳不
升、心神过劳，气血亏虚不能上
承于脑；肾精不足，百脉空虚，而

脑气血不满。眩晕症病在表面，
根在内部，大脑供血、供氧不好
是产生眩晕的根本原因，选药
时，要查询药品处方成分，主治
范围。外用疗法和药味少，不能
祛除病症。选药时请认准药盒左
上角激光防伪标识。
咨询电话：0531-85330908
免费送货：0531-85027066
指定经销：舜天大药房(大观园
米力乃正对面)，四世堂(东外环
环联小商品北50米)，宏济堂药

品超市(大观园商场对面)，新华
药店(王官庄派出所对面)平嘉大
药房(二七店，花园路店，文西店，
润发店，闵子骞店，王官庄店)及
各连锁店，一笑堂(山大南路)，惠
好大药房(经二纬八路口)，地天
泰大药房(市华联对面)，章丘：天
天好大药房(党校街东首)，长清：
华东药房(汽车站南80 米)，济
阳：开元大药房，济宁：仁安大药
房，平阴：合仁堂药店，商河：天琪
大药店，泗水县：春源堂大药房

“眩晕”是人体的“定时炸弹”

金银花、菊花、绿茶各
30克用水煮沸，过滤后的
茶水中加黑豆50克，山楂
35克煮熟，马齿苋80克与
芹菜叶60克炒干后加入到
黑豆粥中，继续小火煮，分
三次服用，一般老便秘患者
当日即可排出松软香蕉便。
目前，这一治疗便秘的食疗
古方，经现代医学科学调配
后，又加入了平衡人体酸碱
的海藻和膳食纤维，更加适
合各种顽固性老便秘。经国
家批准生产，命名为【御品
膳食通】。

【御品膳食通】独到之
处：1、晚上服，早上通，
不腹痛、不腹泻，畅快轻
松。2、无依赖性，剂量越
服越少至停服。3、调补结
合，促进消化，平衡酸碱，
消除大便干结。4、大量膳
食纤维族群促进肠蠕动，强
力清除宿便毒素。5、以自
然方式调理代谢紊乱，促进
肠道菌群平衡，修复受损神
经，恢复肠道自主排便功
能。6、绝不含任何泻药，
无毒副作用，老幼及孕产妇
皆可服用。

经销：东图大药店（大
观园东图大厦北 8 0 米路
东） 章丘明隆 济阳开元

长清惠康。
电话： 0531-67681231

食疗古方
攻克老便秘

中医认为，痔疮属内火过
旺积毒过多痔核作怪，所以清
除痔疮必须从痔核入手。经过
苗仁堂 9年精心研制，推出了
第一个可以破解痔核的新特药

“苗山志神”，特别针对久治不
愈的“老痔疮”和打针或手术
后复发的患者有特效。
专家热线：0531-89127779
总经销：广济堂（省中医东门
斜对面）

痔疮
治一个好一个

美国化学学会主办的双
周刊《农业和食品化学期
刊》上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
显示，大蒜对预防糖尿病患
者的心肌病有非常显著的作
用。糖尿病患者中有 80%
的人死于与心脏有关的疾
病，除了冠心病，他们还容
易患上心肌病，最终导致心
衰。郭伟文博士(音译)和他
的同事发现，大蒜有预防心
肌病的作用，而且能够控制
血糖。研究者分别给两群患
有糖尿病的老鼠喂了大蒜油
和玉米油，结果，食用大蒜
油的老鼠抵御心肌受损的能
力得到了明显提高。研究者
解释，其原因在于大蒜油具
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

大蒜保护
糖友心脏

乙肝抗病毒治疗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有些病人甚至
需要长期服用。因此除了考
虑抗病毒的疗效外，还需要
兼顾安全性。专家建议，在选
择抗病毒药物时，医生和乙
肝病人不妨在心里放上一个
天平，权衡各种药物在疗效
和安全性上的利弊，然后选
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抗病毒
药物。

关于乙肝抗病毒治疗的
安全性，专家表示：通过定期
监测和随访，药物的副作用

“一露尖尖角”，就会被抓个
正着，无处可藏。患者应根据
药物的一些特点进行定期随
访。

抗病毒药物分两大类，
一类是干扰素，另一类是口
服核苷(酸)类似物。广州中
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崇雨
田教授介绍说：“干扰素副作
用较明显，比如白细胞减少、
内分泌的紊乱、也可能会诱
发免疫系统的改变，使用干
扰素如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
骨髓抑制，而且用药治疗以
后，骨髓抑制不能得到改善，
就要考虑停药。

就目前上市的这四种口
服抗病毒药物而言，《药物不
良反应杂志》副主编蔡晧东
教授认为：“相比较之下，这

些口服抗病毒药中拉米夫定
是最安全的。它上市已经十
一年，有 200 万的患者应用，
安全性已经被全球医生认
可。另外，拉米夫定的临床实
验也是最多的，它还有许多
其他的全球性研究，包括严
重肝病、晚期肝病，还有肝移
植的患者，甚至还有晚期妊
娠妇女也有临床实验。现在
美国 SDA 已经批准拉米夫
定和阿德福韦这两个药用于
儿童的乙肝治疗了。”

关于阿德福韦酯，蔡晧
东教授指出：“在每天服用 30
毫克阿德福韦酯时有 8% 的
病人出现了轻度的肾损害。
但现在临床上用的都是 10
毫克，5 年的安全性很好，肾
损害也是很罕见，没有发现
肾衰竭的病人，所以使用阿
德福韦酯的病人不要害怕肾
损害，每三个月或者半年左
右注意检测一下肌酐和血磷
水平。”

关于替比夫定，崇雨田
教授谈到：“在使用过程中，
发现有 8% 到 12% 的患者会
出现 CK 水平升高。如果患
者不知道自己的 CK 升高，
又参加了重体力劳动，甚至
一些过量的运动，有可能导
致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甚
至肾衰竭等。因此在使用替

比夫定的过程中，要每 3 个
月定期监测 CK 水平，同时
注意避免过多的运动。如果
患者持续出现肌肉的酸痛，
就应该考虑停药或者换药。”
另外，蔡晧东教授建议：“在
治疗过程中发现替比夫定与
干扰素联合治疗组有 16 . 7%
的患者病发了周围神经病，
而且是很严重的，所以欧洲
用药委员会发出通告，禁止
这两个药联合应用。从安全
性着想，替比夫定不可以与
干扰素同时使用。”

关于恩替卡韦的安全
性，在药品说明书上也说到
了在对动物实验中致癌的问
题。蔡晧东教授说：“这是因
为恩替卡韦在小白鼠的动物
实验中的剂量高于人的 4 倍
以上，发现一些小白鼠长了
肺部的肿瘤，所以美国 FDA
就要求把这个事件写在说明
书上。目前在临床实验中，尚
未发现有病人出现肺部肿瘤
的情况。另外近期德国有一
个报道，恩替卡韦用于重症
肝炎病人身上发现了 5 例非
常严重的乳酸酸中毒。现在
医生们正在关注这个事。和
恩替卡韦的相关性还有待于
以后更多的研究来加以评
判。”

(新华)

乙肝抗病毒，安全摆首位
格医生提示

据悉，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与
浙江大学因首创“家蚕生物反应
器”技术并应用于抗癌领域而成
为医学界瞩目的焦点，此项尖端
技术在抗癌领域的成果——— 抗
肿瘤细胞因子将改写癌症无法
治愈的历史。

中科院吴祥甫教授、张耀洲
院长等数十位医学专家倾其20
年心血，成功研制出我国首个生
物抗肿瘤细胞因子，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其内含四大因子：一是

肿瘤坏死因子诱导蛋白，能有效
诱导肿瘤部位坏死因子的表达
和产生，防止肿瘤细胞复制、转
移，逐步杀灭肿瘤细胞；二是
粒—巨细胞集落因子；三是胸腺
素能增强免疫力，预防和治疗放
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口腔溃
疡、放射性食管炎等症，增强放
化疗效果；四是哈铂蛋白59可
激发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特别
针对肝癌，可诱导肝癌细胞凋
亡，被誉为肝癌克星。经国内权

威医院临床验证：科艾宝适用于
肺癌、胃癌、肝癌等各种肿瘤。可
控制肿瘤细胞的繁殖，抑制肿瘤
细胞转移，杀灭全身肿瘤细胞，
促进胸腹水吸收，增强人体免疫
功能，无毒副作用。2005 年，科
艾宝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对此进行了
全面报道。目前科艾宝在山东已
投入使用，近万名患者因服用科
艾宝而重获新生。详情可拨打
81183826 详询。

治肿瘤——— 就用“细胞因子”
中科院新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奖(证号 2004-F-235-2-01-01)

大腿根内侧、阴囊、会阴、
肛周出现小丘疹、湿疹、红斑
连片，还伴有脱屑、黏液、瘙痒
难忍，使人心烦意乱，这是股
癣在作怪。股癣的危害在于难
治易传染，由于抓挠，病菌四
处传播，很容易传染家人。

蜂毒股癣净—是从新疆
黑王峰的蜂毒原液中提取出
蜂毒肽，然后，针对致病菌属
性和皮肤特点研制而成。蜂毒
肽具有渗透快、穿透力强、瞬
间干燥、快速止痒等特点。能

激活皮肤细胞再生，形成保护
性抗体，以毒攻毒疗效显著，
且愈后不复发；患者在使用
1—3天后瘙痒消失；1—2周
癣体脱落，正常皮肤开始生
长；4—5周表皮修复，让你拥
有光滑的皮肤；该药是外用剂
型安全可靠，对肝、肾功能无
任何影响。3盒一疗程，现买3
赠1。(市内免费送货)
咨询电话：0531—86687225
经销地址：宏济堂参茸大药店
(共青团路66号)

大腿根瘙痒、难治易传染

阴囊潮湿是附睾炎引发
附睾管溃烂精液渗漏所致，它
可引起瘙痒、湿疹、臊臭、红肿、
股癣、神经性皮炎、龟头炎等。
严重者将丧失性功能。针对阴
囊潮湿的各种问题，男根爽能
在一分钟内使有效成分渗透
达到病灶。使症状消失，三天就
能破坏致病菌的生存环境，使
病菌萎缩死亡，同时能从细微

处调节皮肤微循环，激活基因
免疫细胞，防止复发，彻底治愈
阴囊潮湿及其症状，还避免了
口服药对肝肾的损害。
咨询电话：400-600-4760、
0531-82219700

经销地址：宏济堂参茸大药店
(共青团路 66 号)、神农本草
(省中医东门对面)、章丘永兴
堂、长清峰山路第二门诊。

阴囊潮湿、睾丸炎一喷就好

黄金胰岛素是由国家第四
军医大学九五攻关的高科技产
品。它从天然苦瓜中提取降糖
源，能快速修复胰岛消除并发
症。临床6年近万例患者停药3
-5 年不反弹，服用当日血糖下
降，杜绝血糖忽高忽低，1周清
除口干口苦，视力模糊，皮肤瘙

痒，麻木刺疼等，2-3 疗程彻底
消除血液糖毒保肝护肾。每盒4
-12 天用量原价 29 元体验价
9.9 元/盒，20赠2，40 赠8，截
至10月27日。

地址：大观药店【大观园
东门斜对面】 咨询电话
82250768 免费送货

糖尿病人的春天来了

家有宠物，难免会亲
密接触，但这其中潜伏着
致病的风险。如果宠物感
染真菌，人很可能在与之
接触后被传染。

专家指出，引起体癣
的真菌主要是犬小孢子菌
和须癣毛癣菌，这两种真
菌常寄生于动物，尤其是
猫和狗身上。患癣病猫狗
最常见的表现是身上长疙
瘩，成撮儿地掉毛。临床
发现，人们若接触这样的
小动物，很容易患头癣，
特别是孩子。表现为头皮
出现成片的小疙瘩，有白
色脱屑、断发，头发轻轻
一拔就脱落，且没有疼痛

感。如果不治疗，头皮脱
发会越来越多，面积也越
来越大。严重的可变成脓
癣，出现脓肿、流脓、发
烧 。脓癣愈后 还容易成
疤。

专家提醒，若发现宠
物经常掉毛，并经常用爪
子抓挠掉了毛的部位，要
怀疑其带菌，人尽量不要
与之接触。如怀疑孩子患
了癣后应去医院就诊，确
诊后可用复方水杨酸酊、
克霉唑软膏、达克宁霜等
药物涂擦治疗。但切勿自
行乱用氟轻松之类的激素
药 膏，以防感 染扩散加
重。

养宠物要防脱发

为让高血压患者体验舒
压胶囊的神奇疗效，特举办平
价购药活动，原价26元/盒，现
价12元/盒，仅限7 天，每人限
购1 疗程，每盒服用4-12 天。
活动日期：10 月 20 日-27 日

舒压胶囊是美国哈佛生
命科学院专利技术授权生产，
以天然降压生物为原料，经活
性生物萃取天然降压素制成，
可直接替代降压西药，3-5 天
血压明显下降，当日可使血压

下降 5mmHg，30 天血压稳
定在正常水平。舒压胶囊，不
是强性松弛动脉血管平滑肌
降压，而是通过降脂降压，活
血降压、柔脉降压、溶栓降压、
抑酶降压，所以不会引起低血
压，降压平稳舒适，有益心脑不
伤肝肾，对难治性高血压有特
效。30% 患者告别终身服药。
咨询电话：0531-85627768
活动地址：广济堂药店(文化西
路省中医东30米)免费送货

舒 压 胶 囊
★活动通知(12 元/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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