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庆祝济南东关大街服务
中心开业，欣奕除疤开展免费
除疤 3 天活动，活动仅仅一天
的时间报名人数已经达到百
人，作为美容编辑，我们也对免
费除疤进行了一下调查。

为争取名额打爆电话
“我的疤痕是烫伤的，在胳

膊上，已经好几年了，用了很多
方法效果都不太明显，我想问
下一我的疤能治好吗？我可以

报名免费体验吗？”“我是以前
做手术留下的疤，也不知道怎
么回事，越长越大，原来只是硬
币大小，现在都快长成巴掌那
么大了，秋季皮肤干燥，疤痕有
的地方还开裂，一抓又疼又痒，
睡觉都睡不好。”

在欣奕除疤服务中心，我
们看到服务人员在不停地接听
咨询电话，来体验的顾客也是
排起了长队，除疤的顾客有陈

旧疤痕，也有刚刚形成的疤痕，
上至 70 多岁的老人下至刚满
一岁的婴儿，工作人员都在尽
全力帮助他们解决疤痕烦恼。

八成人是除疤失败者
据了解，很多人由于对疤痕

的不了解，盲目采用了很多不适
合的除疤方法，而导致增生和病
变。其中的一位女士因为前几年
的一次手术，留下了很长的一道
疤痕，激光、磨削都用过，也用了

很多的除疤产品，钱花了不少，却
没有什么效果。本来对除疤一点
信心也没有了，看到了欣奕除疤
免费3天的活动通知后，想试试
效果到底怎么样。参加免费体验
的顾客有将近八成有过除疤失
败的经历，而欣奕除疤开展免费
体验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
体验除疤效果，重新恢复除疤信
心。

免费除疤一步到位

欣奕除疤是国际专业的除
疤连锁机构，在全国22 个省设
立了服务中心，有专业的医师
指导、专业的产品、专业的护理
服务，根据疤痕疙瘩、烧烫伤
疤、手术疤、青春痘痤疮疤、一
般性疤痕、剖腹产疤、妊娠纹等
不同的疤痕采用不同的除疤方
法，此外还配合了服务中心的
专业理疗服务，由内而外彻底
修复疤痕，使疤痕不再复发。

应广大疤痕朋友的要求，
欣奕除疤本周再提供150 个免
费除疤 3 天的名额，希望解决
疤痕问题的朋友可报名参加。
济南各服务中心报名电话：
东关大街店：62308048
历下区明湖东路926号
洪家楼店：69951819
海蔚广场商务中心1502室
大观园店：87065677
经四路恒昌大厦2114室

庆欣奕除疤东关大街店开业

全免费除疤，等你报名！

老人尿失禁，小孩尿床，
如不及时治疗后果非常严重。

“奇域神草”遗尿贴，传世密
方，纯中药贴剂，贴肚脐，起效
快，对肝脏、肾脏安全无副作
用，3 贴见效，1-2 疗程彻底
康复。专家热线：0 5 3 1 -
89697667(各地免费送货)经
销：华东大药店(大观园路口
北10米)省中医广济堂 章丘
明隆大药店

贴3 次
不再尿裤子
上市 2 周年 康复 1 万人

唐龙济生橘核丸(国药
准字 Z62021304)，国家药监
局指定疝气用药，口服+外
用，无需手术 2-4 疗程治
愈。上市 10年来已治愈无数
疝气患者。主治：各类中老年
疝气，小儿疝气。
地址：宏济堂（大观园）齐鲁
药房（解放路）
电话：89112851

植物洗胰素是以纯天然
生物中提取降糖源，运用洗
胰降糖法，结合现代高科技
成果研制而成，不仅降糖快，
保持时间长，关键在于天然
生物中提取的活胰素属于胰
岛β细胞，对心、肝、肾不产
生副作用，让糖尿病患者，真
正告别终身服药。
专家热线：0531-89051009
免费送货经销地址：广济堂
药店（省中医东门对面）

9元平稳
降糖
4-8天用量仅售 9元

电灯这一伟大发明诞生
时，谁也不会预料到，有一天，
灯光也会成为一种污染，影响
到人们的健康。据英国媒体报
道，美国科学家近日指出，在灯
火通明的城市中，人们发生肥
胖的几率更高。因为黑夜中长
时间置于灯光之下会改变代谢
规律，即便饭量不变，也会增加
体重。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神经
系统科学家劳拉·方肯博士及
其同事进行了这一研究。他们
对实验鼠进行长时间观察发
现，与夜间处于黑暗状态的实
验鼠相比，处于灯光环境下的
老鼠体重明显增加了50%。研
究者表示，这一结果对人有重
要启示意义，因为可以帮助人
们预防肥胖。夜间灯光既包括
室内灯光、室外光污染、也包括
电视或电脑产生的弱光。因此，
无论夜间灯光强弱，只要有光，
就可能增加肥胖几率。减少灯
光污染有助于控制肥胖。

晚上灯太亮，人会胖

疝气无

需手术

今年的重阳节前后，全国各
地的一些敬老院迎来了一批客
人，这些客人来自于今年90周
年的制药企业——— 中央药业。客
人们为每名敬老院的老人都带
来一份包括中央药业拳头产品
麻仁软胶囊、强力蜂乳浆胶丸，
以及老人日常用品的大礼包。更
让老人们高兴的是，还向老人们
献上了一台自己员工组织的演
艺节目，演出结束后还向老人们
介绍了便秘的危害，以及如何防
范便秘的方法。

慢性便秘是中老年临床最
常见症状，对中老年人危害非常
大。一方面许多老年人不在意，
觉得不是问题，但等到造成大的
危害又悔之晚矣；另一方面便秘
是一种功能退化的表现，临床并
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经常是

“服之即下，停止即秘”，泻下与
秘塞反复发作。极大地影响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

中央药业麻仁软胶囊，源自
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古方，
采取“以润代泻”的治疗原则，通
过滋润肠道，软化宿便，增加肠
道功能，通而不伤，下而不痛，是
目前最适宜于中老年使用的慢
性便秘中成药。麻仁软胶囊这种
以润代泻的治疗方法，避免其它
通泻药物长期服用对身体的损
害，明显减少副作用，降低导泻
的不良反应，不腹痛，不腹泻。

时值重阳之际，中央药业
以全国老年公益活动来迎接
自己的 90 周年，中央药业各
级领导与民政部门、老年协会
等部门一起，以彰显企业社会
责任，关爱中老年健康为出发

点，从天津启动，活动覆盖河
北、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大重
点城市。中央药业总经理尹家
智表示：在这个时期举办该活
动，不仅是为了加强老年人自
我保健和防范意识，更是为了
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中老年
人健康事业中来，弘扬中华民
族爱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沧桑岁月，基业长青，90年
继往开来的中央药业一直以来
用科技打造品牌，通过科技创新
严把质量关，把质量看作企业发
展的生命线。凭借过硬的质量和
良好的口碑，中央药业成为百姓
心目中制药单位的典范。对于中
央药业而言，用90年的历史诉
说着一个“健康”品牌的传奇，以
信为本，治病救人，这就是中央
药业人一直以来的追求。

中央药业90周年重阳节敬老院赠麻仁

癫痫俗称羊角风，是由
于大脑神经元异常过度放电
出现的大脑功能指挥失常现
象，表现有：忽然昏倒，四肢
抽搐，口吐白沫或失神发呆，
腹痛，头痛等为主要特征的
系列综合症。

由百年老字号天津乐仁

堂研制的国药准字号癫痫专
用药“羊痫疯癫丸”可彻底清
除大脑神经功能紊乱现象，
修复和再生神经元细胞消除
后遗症，根本阻断癫痫遗传
倾向，标本兼治。

“羊痫疯癫丸”对于原发
性癫痫3—5盒明显见效，5—

6个疗程基本可以痊愈，继发
性癫痫一个疗程即可见效，
6—8个疗程即可痊愈，临床
治愈率为96 . 5%。治癫痫请
选择名厂名药。 专家咨询
热线：0531-80880105 地
址：长途汽车总站往西300米
路南神农大药房

癫痫可以治好了

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
工作环境嘈杂危害心脏健
康，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
罹患心脏病的几率比普通人
高两倍以上。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环境卫生学院甘文奇
(音译)博士带领研究小组收
集了6307 名 20 岁以上美国
人的数据，数据显示这些人
的生活习惯、职业健康和其
他健康状况，调查者还对他
们进行了体检。

研究人员根据工作环境
将调查对象分为两组：第一

组工作环境嘈杂，说话时必
须加大嗓门才能让对方听
清；第二组工作环境较为安
静。研究人员综合考虑调查
对象肥胖、吸烟等因素后发
现，与在较安静环境中工作
的调查对象相比，在嘈杂环
境中工作一年半以上者出现
冠心病、心绞痛、心脏病发作
等严重心脏问题的几率高两
三倍。血液检测结果显示，与
第二组调查对象相比，第一
组的胆固醇和炎症蛋白质水
平并没有显著不同，但血管
舒张压高于正常水平。这三

项指数与心脏病密切相关。
研究者特别指出，那些

年龄在 50 岁以下相对年轻
的人、男性和吸烟人群更易
受嘈杂工作环境的伤害，他
们发生心脏病的几率较高。

这一研究结果由美国
《职业与环境医学》杂志网络
版6 日发表。

专家指出，过度曝露在
嘈杂的工作环境中是一个重
要的职业健康问题，控制采
矿、伐木、制造业等产生的工
业噪音对预防相关疾病至关
重要。 (新华社)

工作环境嘈杂危害心脏健康

历下区的刘老师患慢性
前列腺炎近十年，总是感觉
排尿不舒服，尿的次数也
多，尿线细，尿无力，排尿
不顺畅，等半天才淅淅沥沥
滴下几滴，还伴有阳痿，早
泄，射精痛，十年来什么方
法都用了就不见好转，绝望
之际，听战友介绍说“雪参
通列”专治此病疗效极好，
就买了一疗程，用 3 天就感
觉排尿的症状明显减轻，才
一个疗程，症状基本完全消
失。这令刘老师全家上下都
万分感激！

“雪参通列”由我国首
批国家级名老中医查玉明根

据藏医名著《四部医典》，
结合现代生物萃取技术研制
而成，专治前列腺炎及其增
生引起的尿频、尿急、尿
痛、分叉、滴白、尿等待、
尿无力、尿不净、尿潴留、
小腹坠胀、睾丸疼痛等。药
物可以快速穿透前列腺包膜
性腺管壁，尿腺管壁，直达
病灶，药物成分彻底杀死病
源病毒，同时针对患处，快
速消炎去肿，一般患者三天
即可见效， 2-4 个疗程康
复。

康复热线： 85011135
广济堂药店(省中医东门斜

对过)

“前列腺病”十年 遇良药一朝愈
买 3 赠 1，买 10 赠 6，1 盒试用

经解放军空军总医院最新
医学研究证明，造成各种皮肤
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是癣
蛭，它是一种寄生在空气和衣
服上的微生物，只要癣蛭进入
人体，就会制造皮毒和血毒，当
血毒和皮毒到一起时，就会产
生各种皮肤病。所以癣蛭就是
皮肤病的真正元凶，结合这一
新发现，空军总医院研制出一
个可以彻底杀死癣蛭的特效

药，它就是“云南癣草”，内服加
外用，专门针对牛皮癣，手（体、
头）癣、湿疹、瘙痒、鱼鳞病、荨
麻疹、神经性皮炎、带状疱疹等
各种皮肤病，服用当天瘙痒消
失，3 — 5 天皮肤恢复正常色
泽，久治不愈的老患者 2 — 3
个疗程即可痊愈。（每盒 23
元，）经销地址：广济堂药店（省
中医东门斜对面） 章丘明隆
大药房 专家热线：68679055

皮肤顽癣 治一个 好一个

金银花 15 克、桔梗 20
克、甘草 1 0 克、陈皮 1 0

克、青果 15 克，用 1000 克
水煮开后，再用温火熬制 45
分钟，过滤后的药汤中加入
蜂蜜，分三次服用，连服 2-
3 疗程即可，此方对急、慢
性咽炎都有特效。一般复发
性咽炎患者服用当天即可好
转，咽毒开始清除，口干、
咽干、灼热、发痒症状减
轻，咽部异物感消失。目前
这一快速治疗咽炎的小偏
方，经改良后加入了人参

果、生地、胖大海等多味中
药，经国家相关部门检验批
准，命名为 38味咽康王。厂
家承诺：无论病史多长，病
情多重， 38味咽康王治愈咽
炎不复发，愈后如有复发 3
年内免费治疗。目前该药由
济南舜天药店引进销售，具
体如何调治可拨打电话。

济南 0531-86625512淄
博 0533-2156600

烟台 0535-7075348 免
费送货。药到付款。
官网：www.38wykw .com

小偏方治咽炎

格新发现

天气转冷，专家提醒：不要
大量服药，骤然降压，人体脑组
织的血流量主要靠血压维持，多
数高血压病人是由动脉硬化导
致的，其主要器官均存在供血量
不足的现象。

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秘方，当
天稳血压，还可预防心梗、脑梗、
脑出血、脑中风、脑血栓的发生。
该药方以纯天然植物制剂“苦荞
酵素”为主要成分，辅以绞股蓝、
葛根、决明子等天然中药材炒制
粉碎，每3克一袋用开水冲服，
就像平时喝茶。

这几味天然原料中的黄
酮含量最高，当“苦荞酵素、黄
酮”结合进入人体内后，能选
择性进入心脑肝肾器官微循

环障碍的部位，清除血管垃圾
导致的狭窄和堵塞，引导全身
血液合理分配，减少心脏泵血
压力，软化血管。

此方每天1 袋，喝上10天
血压平稳，改善脑供血，头晕、头
痛明显减轻；30天左右，失眠、
心悸气短，胸闷乏力消除，精神
好；坚持3个月，手足麻木，眩晕
等症状消失，血压恢复到理想状
态，不再依赖西药降压。活动期
间疗程购买者赠送价值380 元
的磁疗远红外热灸内衣一套。
平压冲剂热线：89160511
经销地址：舜天大药房(大观
园东门斜对面)章丘明隆大药
店(汇泉路百货大楼西 80 米
路北)。

高血压治疗小偏方
血压稳在 120/80 一天只需 1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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