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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健康·养生

许多西医讲高血压需终
生服药，患者也把这个说法当
作“真理”，因此长期吃些便宜西
药对付。可服了多少年还是头晕
头痛，胸闷气短，耳鸣目胀。有
的还引发了冠心病中风……

几年来数千名患者在听
了高血压专家的讲座后改服
“柔脉疗法”最新国药--辽宁

中医药大学研创的【山楂降压
丸】(国药准字 Z20083328），
没想到才 1 疗程症状就消失
了，连服 3 疗程几十年的高血
压不知不觉全好了。

近期专家回访的退休干部苏
大爷无限感慨：几年前俺就看到
【山楂降压丸】的宣传，当时俺根本
不相信高血压能治好，又怕花冤

枉钱，所以还是吃西药，直到去年
底肝肾伤得厉害，头也昏，胸也闷，
老伴“骂”俺太固执，她说“你吃了
上十年西药，高血压没治好，还把
肝肾吃坏了，【山楂降压丸】到底管
不管事，你试一下不就清楚了！”在
老伴的“逼迫”下，俺跟高血压专家
打了个电话，我觉得她说得在理，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疗

体系，中医对许多慢性病具有独
特的优势，不能说西医治不好的
病中医也治不好，高血压患者血
管壁脆弱，西药利尿扩管必然加
重血管负担，出现中风猝死的可
能性大大增加，正确方法应该是
柔软血管，恢复血管收缩舒张功
能，这样才能根治高血压，【山楂降
压丸】首次采用天然血管柔韧剂

金丝桃苷，从柔软血管入手，达到
根治高血压的目的。”俺抱着
试试的心情用了 3 疗程，没想
到还真管事，几十年的老毛病
不知不觉全好了，可得劲了。
★地址：济南医药大厦（甸柳
庄）、共青团路 66 号宏济堂、德
州 2822688、聊城五星百货颐生
堂、菏泽曹州、济宁仁安、泰安神

农、新泰润康、莱芜万泽、枣庄金
星、滕州同仁、淄博恒川、潍坊华
芝堂、东营黄河口、滨州康乐、临
沂华康、日照润生堂六店、石臼润
生堂、烟台永康堂、威海益春堂
★拨打专家热线：400-688-
3367享受买五赠一优惠
★康复中心：济南医药大楼二
楼(经二纬三)0531-86272240

高血压：从此不再年年治！

足跟痛是由于足跟的骨
质、关节、滑囊、筋膜等处病变
引起的疾病。常见的跖筋膜炎，
侧位X片显示跟骨骨刺。足跟
痛一般只发生于单侧或双侧
足，并非全身性，不同于风湿骨
病的发病原因，很多患者错当
风湿骨病来治疗，结果是久治
不愈，痛苦不堪，轻者行走不
便，重者不能行走。

[根舒宁足跟痛康贴]采
用足病世家验方纯中药贴，
专药专治。通过行气化瘀，舒
筋散结，燥湿散寒，营养修复
关节软骨，从源头消除足跟痛
的各种病因，经大量临床验
证，对各种原因引起的足跟部
疼痛效果显著，使用当天疼痛
即可减轻，[根舒宁足跟痛康
贴]的诞生填补了足跟痛无
药可医的历史。拨打专家电
话：0531－８５０２８５６６可享受
买3送1。

地址：舜天大药店（大观
园东门对过）参茸药店（共青
团路66号）章丘：永兴堂、泰安
神农、济宁仁安、菏泽中和、临
沂华康、聊城宝芝林、德州三
易、齐河泽坤、枣庄康维、滨州
康乐、淄博恒川、东营黄河口
药店、潍坊华芝堂

足跟痛
有了专用药

我国“ 863 计划”科研项
目，中科院与浙江大学因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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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院长等多位科学家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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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坏死因子诱导蛋白、
粒—巨集落因子、胸腺素、哈
铂蛋白 59。经权威医院临床验
证：细胞因子可杀灭各部位癌
细胞；激发人体抗肿瘤免疫反
应，预防和治疗放化疗引起的

白细胞减少、口腔溃疡等症，增
强放化疗效果，保护肝功能，
降低转氨酶等疗效；细胞因子
适用于肺癌、胃癌、肝癌等多种
肿瘤治疗。05年该成果获得“国
家技术发明奖”，中央电视台
等媒体进行了全面报道。详
询：0531 — 81183826 地址：
解放路 12-1号医药大厦

一个小结石毁掉一个胆！手术
切除胆囊看似干净，但胆石形成机
制并没有被改变，半年到1年内，在
胆管内复发的很多，甚至有的经2
次手术后仍然复发。而口服药经胃
肠消化、肝肾代谢，经血液循环到只
有5、6cm大的胆囊，药物成分损失
大，见效慢，效果不明显。

鹤寿中清贴不手术不吃
药便能贴肚脐溶石，药物成分进
入血液，直达肝胆，药效倍增，强效
解析结石中网状基架，解离凝石基
质，将结石层层化解，随胆汁排出，
对胆囊、胆总管、肝内胆管结石均可
溶解祛除。在山东畅销8年，上万名

患者康复：使用中清贴5-7天，胀痛
等症状缓解；2-3个疗程结石明显变
小或消失；重度患者3-5个疗程即
可治愈。(3盒/疗程)◆买5赠 1
胆病咨询：0531-86768376
济南：舜天大药房(大观园东门斜
对面)；章丘健民；济宁2959621；
泰安 6876576；淄博 8355314；
潍坊 8276381；临沂 8906673；
德州 2803539；聊城 8898528；
菏泽 5625100；日照 8251680；
枣庄 3337968；莱芜 6234248；
莱钢 6891525；滨州 3660006；
东营 7190063；烟台 6280500；
威海 5289227；邹城 5216030

胆结石没了不 吃 药
不 手 术

麻木病是由神经及血管长
期受压，血氧供应不足，神经传
导异常导致。症状为手足肢体放
射性疼麻，有触电、蚁爬感；重者
行动迟缓、肌肉僵硬萎缩，诱发
中风偏瘫、危及生命。

丹龙再造丸是由国家药监
局审批的专药专治纯中药(国药
准字Z15021231)，能够快速裂解
血栓粥样斑块，软化血管，溶栓
通络，促进神经树突生长，接通
神经断路，再造神经网，从而消
除手足麻木冰凉、头颈麻木、游
走性麻木、串麻、压麻、面瘫舌
麻、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以及颈

椎、腰椎病和骨质增生压迫神经
引起的头晕、胳膊酸麻无力、腿
部麻木、酸沉等各种麻木，并从
根源阻断复发。服用10天麻木疼
痛减轻有微痒感，2-3疗程康复。
麻木专线：0531—89180148
济南：舜天大药房(大观园东门斜
对面)；临沂8906673；泰安6876576
济宁 2131858；德州 2803539；
淄博 8285866；潍坊 8223396；
聊城 8898528；菏泽 5625100；
日照 8251680；枣庄 3337968；
莱芜 6234248；莱钢 6891525；
滨州 3660006；东营 7190063；
烟台 6280500；威海 5289227

手脚麻木警惕瘫痪

家庭电动修脚
上海和味堂秀脚牌电动

修脚乐(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电
动 修 茧 器 专 利 号 ：

2008 2 0 0
5 7 3 2 0 .
0 ) ，是新
一 代 家
用 电 动
修 脚 工
具，通过
特 制 的
旋 转 削
磨，在家
1 - 2 分
钟 就 能
轻 松 去
除脚垫、

老茧、厚皮、死皮、鸡眼、厚灰
指甲，不损伤正常皮肤。

●无需泡脚，无需技术，
像使用电动剃须刀一样方便；

●特设防尘装置，可防止
大面积修脚时粉尘飞扬；

●特制嵌甲钳，轻松去
嵌甲；

●钢琴漆机身，高贵典
雅，馈赠佳品！
免费热线：400-6655-061
全 国 售 后 热 线 ：0 2 1 -
51876122
销售地址：宏济堂参茸大药房
(济南共青团路66号)
网址：www . he369 . com
全国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面瘫、面肌痉挛特效药

【面慷保】，是由麝香、琥珀、豹

骨、威灵仙等 56 味名贵中药

材，经高科技低温萃取出神经

导体蛋白激活素和多种神经

导体蛋白营养因子，可全面改

善面部微循环，疏通连接神经

通道，彻底恢复神经导体蛋白

传导功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

原因引起的面瘫、面肌痉挛、
抽搐、麻痹、口眼歪斜及面瘫
后遗症。
专家咨询：0531-82989771
济南：华东大药房(大观园东
图大厦北 20 米路东)长清恒
济堂
潍坊 8978385 青岛 85757951
泰安 6151980 淄博 8285866
济宁 2691966 德州 2896689
聊城 8898528 东营 7655158
滨州 3660006 临沂 8885577
枣庄 6161932 日照 8229192
烟台 6243128 莱芜万泽药店

不少人把变胖归咎于压
力大。不过，英国研究人员发
现，压力与发胖关系不大。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简·
沃德尔带领一个研究小组，
分析近 20 年来 32 份研究报
告。这些研究都先评估研究
对象承受的压力水平，部分
仅关注工作压力，另一部分
还覆盖生活压力，譬如重病、
离异等。研究人员随访参与

者，短则 1 年至 7 年，长则 38
年，了解压力和发胖是否存
在因果关系。

汇总结果显示，这些研
究中，69% 未发现发胖与压力
有关；25% 显示压力变大使体
重增加；剩余 6% 显示，人处
于长期重压下反而会消瘦。

研究人员在《肥胖》杂志
发表研究报告说，较高压力水
平与发胖间存在一定相关性，

这种相关性在男性身上更为明
显，不过总体而言相关性较小。

报告说，不少人认为压
力使自己嗜好垃圾食品，缺
乏锻炼，体重增加，事实上，
对大多数人而言，压力对发
胖只有少许长期影响，而且
存在个体差异。

至于减肥，专家认为，节
食和运动是保持身材的良
策。 （新华社）

格医药信息

肥胖并非源于压力

该病易引发面肌彻底瘫
痪，后果特别严重。由军事医
学院面神经科研组专家采用
“面神经元修复再生疗法”可强
力渗透面部神经，并获国药准
字 2009 年最新科研成果面神
经专科新特药专治顽固性面

瘫、面肌抽动、口眼歪斜、三叉
神经痛，神奇疗效一疗程即可
康复，给患者带来福音！喜讯中
医研究院面神经治疗中心现正
举办由面神经专家免费会诊并
大型赠药活动。机会难得！
预约电话：0531-89056373

当心！面瘫·面抽动·三叉神经痛

家住济南阳光舜城的王
大爷是远近闻名的老病号，
老慢支、肺心病、高血压，一
犯病就住院。花钱如流水不
说，自己痛苦、全家担心。
2008 年 10 月，刚出院的王大
爷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走
进自然牌冬虫夏草纯粉胶囊
走进百姓家”的报道。虽然知
道冬虫夏草药用价值很高，
但价格也很贵，犹豫再三打
了个咨询电话，一问价格觉
得自己还能负担得起，就买
了几盒试试。吃了两个多月
感觉还真不错，憋闷、咳喘没
了，血压稳定了，晚上不起夜

了，身上有劲了，人也精神
了。到医院一复查病情好转
多了。所以，王大爷就坚持服
用，现在 2 年了一次医院没
住过不说，就是原来最怕的
感冒现在吃个小药就好了。
现在王大爷只要碰到老病友
就说：“是冬虫夏草纯粉胶囊
救了我的命。要想不住院，赶
快用上，我保证你不后悔。”

走进自然牌冬虫夏草纯
粉胶囊是中科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程大志教授经 45 年
研究，以青海优质冬虫夏草为
原料，经专利技术精加工(专利
号 ZL 2007 2 0126154 . 0)，并

对重要成分富集、活化而成(不
添加任何其他成分)，治疗功效
是冬虫夏草原体的 5 倍，而价
格仅为 1/15 。冬虫夏草终于告
别奢侈品走进普通百姓家。

适宜人群：1、易疲劳感冒
免疫力低下；2 、各类肺病、肾
病、肝病、肿瘤、糖尿病、心脑血
管病患者；3、大病初愈及手术
后的康复病人。另外对长期饮酒
者可起到保肝、护肝、解酒功效。
全国免费专家热线：400-658-
6055 全省有售免费送货
专卖：济南 05 3 1 -8 6 1 2 9 9 9 1
淄博 8723959 临沂 8999302
潍坊华芝堂 泰安神农

11 月 6 日上午，张红国
带着 3 岁脑瘫儿子张玉宁来
到 3N 疗法泰安中心，边递锦
旗边说：谢谢你们，昨天我儿
子站起来了……

张玉宁智力、说话都正
常、长相俊秀，就是站不起
来。2 年来在邯郸一康复中
心花了 10 万，还是不会站。

今年 4 月有幸参加 3N 征寻，
经半年严格、专业的 3N 治
疗，下肢功能加强，1 1 月 5
日，奇迹发生，小玉宁竟慢慢
站起来了。兴奋的张红国当
天定了锦旗，第二天就送过
来了。他说：能站起来很关
键，孩子有指望了。

现在脑瘫 3N 征集仍在

进行，拨打电话可预约专家
单独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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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价”冬虫夏草山东热卖

老病号从此不住院

3N：脑瘫儿子站起来了

治肿瘤—中科院有了“细胞因子”
抗肿瘤新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奖(证号 2004F23520101)

失眠本身会加重原有疾
病又会诱发其他疾病，患者认
为安定类强制入睡就能达到治
疗目的，所不知快速安眠毒副
作用多易产生耐药性成瘾性，
所以安全治疗迫在眉睫。北京
同仁堂 300 年秘方打造出安全
调节睡眠神经中枢的纯中药
【复方洋参王浆胶囊】来区别于

安定类西药和保健品，该药使
用安全无毒副作用被药监局批
为临床首选绿色国药准字。患者
用药 7-10天睡眠改善主要是次
日头脑清醒，只要坚持服用三疗
程保证治一个好一个。地址：济
南舜天大药房 68663455 淄博
三康 8279922 全国免费热线
4006221225免费送货、邮寄。

安全治失眠
快速安眠=慢性自杀

面瘫 面抽动
治一个 笑一个

格新发现

小睡一会 易做决定

据美国新一期《消费者
心理学》杂志报道，当你面对
一个两难的选择不知怎么办
时，最好把问题放一放，或者
干脆睡个觉。研究者认为，这
是因为第二组学生给了潜意
识充足的时间衡量利弊。博
斯教授说：“潜意识能帮助人
区别重要和次重要的信息，
做出最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