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石消胶囊(专利号：
ZL200510107244 .0)连获国际国内
四大金奖，排石彻底，不痛苦，不
复发。适用于：胆囊、胆管、肾、输
尿管、膀胱、前列腺结石及手术
或碎石后残留、复发结石等，对

久治不愈的结石效果奇特。
排石热线：0531-89685787
[指定专卖]济南：华东大

药店(大观园东图大厦北 20
米)；德州：颐寿二店；聊城：宝
芝林；可药到付款。

顽固结石专利产品

今晚专家热线预告
咨询时间：今晚 18：30-19：30

糖尿病热线

咨询内容：糖尿病及其并发
症的咨询
咨询专家：山东内分泌与代
谢病医院博导 荣海钦
咨询电话：0531-85196381

皮肤病热线

咨询内容：各类皮炎、湿疹、
皮肤瘙痒等皮肤疾病的咨询
咨询专家：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李承明
咨询电话：0531-85196052

血小板减少成因很多，
如免疫性血小板减少、骨髓
病变(白血病、再障性贫血
等)、脾脏功能亢进等，临床
表现为身上皮肤有出血点，
紫癜，瘀斑，牙龈出血，鼻
腔出血，咯血，便血，女性
月经增多，外伤出血不止等
症，血小板严重减少的患者
可诱发颅内出血，消化道大
出血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出口企业，兰州太宝制
药生产的国药“唐龙维血
宁”颗粒专治血小板减少出

血症。服用该产品可快速激
活骨髓造血功能，提高免疫
力，消除血小板抗体，柔肝
止痛，抑制脾亢及放、化疗
造成的血小板减少，使血小
板达到正常水平。该药的问
世解决了患者长期依赖西
药、激素而导致的多种副作
用，以确切疗效赢得了广大
血液病患者的信赖，轻度患
者 1 — 2 周期血小板明显提
高，中重度患者 3 — 6 周期
即可。
专家热线：0531-86555886

血小板减少特效药
问世

格热线辑录

格医讯快递

近日，受中国老年保健
协会、山东省卫生保健协
会、正安(北京)医疗设备有
限公司邀请，卫生部原副部
长、卫生部首席健康教育专
家殷大奎教授来到济南珍珠
泉人民会堂，担任全国“中
老年健康生活方式大巡讲”
报告会济南站的主讲。

殷大奎教授向济南的广
大中老年朋友讲授了以人类
健康的四大基石：“合理膳

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
心理平衡”为主题的健康报
告，受到了 1200 多名与会
中老年朋友的欢迎。“中国
人盐的摄入量在世界范围内
偏高，这对身体的健康是极
其不好的，每日盐的摄入量
应为 6g 左右为佳。”殷大
奎说，“平时工作再忙，也
一定要挤出时间运动锻炼，
不然你会被迫挤出时间去看
病的。”

疝气，又被称为“小肠
气”，患者在剧烈运动、咳嗽、哭
泣时，腹部压力过大，腹腔里
的小肠掉到大腿沟和阴囊，鼓
出一个鸡蛋大包块，平躺或用
手推挤能自行缩回，常反复发
作，处理不及时会形成嵌顿性
疝气，否则会出现肠梗阻、肠
坏死的危险；腹股沟疝、股疝、
脐疝等疝气前期均处于一种
活动状态，也是临床非手术治
疗的至佳时机。中华老字号、
广东宏兴药业集团发掘 300 多
年前的南粤疝气古方、从疝气

发病特点入手，运用现代先进
生物制药工艺生产的强效防
复发的疝气特效药“宏兴十香
丸”，该药以十味天然中药配
伍，平衡腹压、修复腔膜，一举
解决疝气反复发作的两大病
因，使疝气不用手术，在短时间
就能完全治好，“宏兴十香丸”
被誉为“药物除疝第一药”，“药
物除疝刀”。产品新上市，本月
内免费配赠强磁消疝贴、儿童
(或老人)疝气治疗带，让你口服
+外贴+常托、三管齐下，轻松告
别疝气痛苦！

专家热线：0531-86569591
指定经销药店：济南泉城大药店
(解放桥东北角)；华东大药店(大
观园十字路口北 10 米路东)；滨
州康乐大药店；泰安永春堂永宁
药店；枣庄康维；德州三易(医药
大楼楼下)；潍坊华芝堂东风爱
心店；聊城宝芝林；菏泽中和；临
沂国药堂；淄博三康大药店；东
营欣隆；莱芜万泽医药；日照润
生堂总店、六分店；济宁仁安(世
纪联华往东 100 米路南)、古槐、
邹城健民；烟台华医堂；威海渤
海大药房；青岛众生药店。

治疝气 300 年前有好药

目前，我省首批百名 3N
治疗的病人中，48 人颤抖症
状减轻，39 人僵直缓解，15
人不再流口水，80% 病人走
路轻松……现在，3N 帕金森
治疗征寻活动仍在进行，报
名条件：

1、手、腿或下颌震颤者；
2 、肌肉及关节僵直、行动困

难者；3 、姿势异常、面具脸、
吞咽功能差者；4 、西药副作
用大，出现开关现象、剂末效
应、晨僵者。

报名后，可在第一时间
就可享受 3N 疗法“减免治疗
费”的照顾，预约专家单独会
诊，用药同时进行免费神经
康复以及神经调控治疗。

报名热线：济南 86977360
济宁 2255811 泰安 8210795
潍坊 8214900 淄博 2289565
临沂 8203519 聊城 8209222
菏泽 5533500 德州 2667120
枣庄 6145588 滨州 3882845
日照 2223550 东营 7606120
烟台 6272512 威海 2581186
青岛 83839030

格专家提醒

问：我今年大学三年
级，牙齿不齐而且颜色灰
黄，有没有方法整齐美白？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口腔
科博士张士杰答：根据您所
描述的情况判断，您的牙齿
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牙齿
拥挤不齐，牙齿颜色异常。
应该首先选择口腔正畸即牙
齿矫正，把拥挤的牙齿排列
整齐，将牙齿的咬合关系调
整好。然后再将整齐的牙齿
美白。

常规的牙齿矫正是在牙
上粘接金属的托槽来移动牙
齿，外观上看起来不美观。
成年人可以选择透明的托
槽。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没有
任何托槽的隐形矫正技术，
美观，舒适，方便，可以自
行摘戴，尤其受成人患者的
喜爱。另外，还可以选择舌
侧矫正技术，将托槽粘接在
牙齿的里面，外面完全看不
出来。这两种技术的治疗费
用是常规方法的 2-3 倍。选
择种植支抗和自锁托槽矫正
器，可以缩短疗程。

牙齿美白的方法有漂
白，激光和冷光美白等，这
些方法都容易复发，效果不
是非常确定。您可以选择瓷
贴面和瓷全冠的方法，效果
非常好。其中瓷贴面粘接仿
生技术创伤非常小，效果非
常好。

建议您请专业的口腔正
畸医生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评
估后，制定适合您的治疗计
划。

问：患有痔疮 10 多年
了，大便时有时带鲜血，还
会从肛门内脱出一肿物，原
先能自己回去，近 5 天要用
手托才能回去，问是不是痔
疮，如何治疗？

济南肛肠医院彭学美
答：从赵先生的叙述来看，
很可能是得了三期内痔，这
种情况临床很常见，病人得
痔疮后认为十人九痔，引不
起足够的重视，慢慢的拖延
成了三期内痔，却不知肛门
间歇性的大便出血引起慢性
失血对人体的心脏、肺、肾
等都有损害。如果较大的痔
核破裂可引起大出血，能危
及生命。

脱出后的痔核在运动中
被摩擦水肿胀大，能引起嵌
顿痔，痔核嵌顿以后，静脉
回流不畅，可引起组织坏
死。赵先生的这种病情需要
到正规的肛肠医院找专业的
大夫做详细的检查后，明确
诊断，制定出最佳的治疗方
案。

治愈后少食辛辣，少饮
酒，多做运动，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这对痔疮的预防
有很好的效果。

“高血压检测、糖尿病
检测已经深入人心，但同样
重要的肺功能检查却未被列
入常规体检，该引起全社会
足够重视。”这是著名呼吸疾
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发出的呼吁。同样，在
10 月 14 日首个“世界肺功能
日”活动上，国际呼吸学会也
发出了这样的倡议：40 岁以
上人群应像量血压一样，定
期到医院进行肺功能检查。

我们健康的肺，就像是
一块海绵，有弹性，能储存大

量的氧气，保证我们呼吸自
如。而随着环境的恶化，肺正
受到“虐待”。只有通过定期
的肺功能测试，一些危害健
康的慢性肺部疾病，如哮喘、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纤维
化、肺癌等，才可以被早发
现，从而得到早期治疗的机
会，降低死亡率。

肺功能检查是通过肺功
能仪来检测肺脏吸入和呼出
的气体量(肺容量)和速度(肺流
量)，从而了解呼吸功能是否正
常的一种技术。肺功能检查没

有创伤，你需要做的，只是用
力向仪器中吹一口气。完成一
次常规检查，只需3 — 5 分钟。

而 40 岁以上人群尤其
要定期检测肺功能。40 岁
后，肺功能开始下降，但早期
没有任何症状。因此，有 5 类
人必须早些进行肺功能检
查：长期吸烟者、慢性咳嗽和
咯痰者、呼吸困难者、在粉尘
环境工作者以及呼吸道疾病
患者。同时，适量运动、保持
正常体重、减轻压力、禁烟，
都能提升肺部免疫力。

寻找 100 名帕金森患者

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济传授“养生经”

日前，由中华医学会糖
尿病分会发起，诺和诺德
(中国)制药公司赞助的“蓝
光行动”走进济南。参与行
动的专家表示，目前在我
国，对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认
识的问题严重不足。有数据
显示，仅有 28% 的患者每年
测过 4 次糖化血红蛋白，
57% 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每年
有过 4 次糖化血红蛋白检
测。专家指出，良好的血糖
控制是糖尿病治疗的关键，

而糖化血红蛋白是评估血糖
控制水平的“金标准”。英
国前瞻性研究证实，糖化血
红蛋白每下降 1% ，心肌梗
塞发生率下降 14% ，中风发
生率下降 12% ，策微血管病
变发生率下降 37% ，白内障
摘除术下降 19% ，心力衰竭
发生率下降 16% 。由此可
见，对糖化血红蛋白的正确
认识能降低糖尿病患者风
险、避免出现并发症。

(高雄)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认知率偏低

近日，《国际肥胖杂志》
刊登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每周严格节食两天可以使妇
女乳腺癌危险降低 40%。研究
人员发现，控制饮食热量几乎
可以使乳腺癌高危妇女体内

致癌激素水平降低近一半。
由米歇尔·哈维博士领

导的这项新研究调查了 100
名体重超标妇女。其中一半
参试妇女每周两天将每天饮
食热量严格控制在 650 卡路

里以内，其余 5 天不忌口。另
一半则照旧。

结果发现，6 个月后，严
格节食的妇女的激素水平下
降 40%。哈维博士表示，这种
节食法是妇女的“救星”。

每周饿两天乳癌减四成

40 岁后要查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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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的病因是基因突变，肿
瘤患者需要好的生存质量和时
间，但传统治疗弊端大：手术只能
切除可见瘤体；放化疗副作用大。
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宣布：从
DNA 入手才是治疗肿瘤的关键。
肿瘤是全身性疾病，只有杀死全
身血液、淋巴、脏器组织中的肿瘤
细胞才能有效控制病情，防止复
发、转移。

2002 年，首例克隆羊“阳
阳”、“元元”的诞生地、中国基因
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运
用首创的“基因识别技术”，终于
研制出了基因抗癌国家级准字号
药物“基英肽”，该药不但可以直
接杀死原发病灶及转移病灶的癌
细胞，还能准确捕杀血液、淋巴液
中游离的癌细胞。基英肽的药盒
上明确标注药理作用为：“可切断

肿瘤细胞DNA链，使之凋亡”，是
能切断肿瘤细胞 DNA 链，不杀
伤正常细胞的基因药，因而无毒
副作用。因基英肽能直接杀死癌
细胞，所以适用于各个时期及各
类肿瘤(肺、肝、胃、食道、肠、胰腺、
肾、骨、脑瘤、膀胱、乳腺、子宫、卵
巢、淋巴瘤、白血病等)，而对广泛
转移的患者，只需加大用药量即
可。

目前有很多药品均宣称能
杀死癌细胞，但只有基英肽是
经国家严格审批被批准在药盒
和说明书上明确标注药理作用
为：“可切断肿瘤细胞 DNA
链，使之凋亡”的药物。经国内
31 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该药
对肿瘤患者的疼痛、食欲差、发
热等用药 3 — 7 天就能改善；
用药 2 周左右，疼痛能大幅减

轻，积液和腹水大幅减少甚至
消失；用药 1 — 2 个疗程后肿
瘤标志物下降，肿瘤开始缩小。

专家提示：1 . 患者要看清
药盒上的“药理作用”或“功能
主治”对症用药，用药不对症不
仅不治病，还会加重和延误病
情。2 . 国内只有基因肽药盒上
的“药理作用”中有“切断肿瘤
细胞 DNA 链，使之凋亡”的内

容。3 . 另赠送可提高免疫力的
保健品灵芝孢子油；4 . 有胸腹
水、水肿症状患者可另外获赠
消水专用药(国药准字号药品)。
专家免费热线：4006186952
济南 86950720 烟台 6262328
济宁 2382906 青岛 83819091
网址：www. bfzdyy . com
地址：济南解放东路59 — 3 号医
院 3 楼肿瘤科(全省免费送货)

中科院能切断肿瘤细胞 DNA 链并使之凋亡的国药问世

中晚期肿瘤患者有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