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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健康·资讯

被国际医学界称为“治
脑一绝”的蒙古红药，采用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蒙古
国原始炼丹技术，经 72 道工
艺、10 8 天炼制而成，最终打
磨成红褐色的丹药。经过多方
协调，终于被我国原方、原材
料、原工艺全套引进，获得批量

生产，这是我国首次以合作方
式引进国外特效脑病产品，来
解决我国脑病在临床治疗上无
特效药的实际难题。

据患者家人反映：这种
进口红色丹药丸的服用方法
特别怪，不仅一天只服用一
次，而且每次只能服单数粒，

不能服双数粒。更令人惊讶
的是，按此种怪法服用，见效
特别快，一天一个样，一月一个
大变化，从未经历过。有的脑血
栓偏瘫患者，一个月左右就能
灵活走路了；有的脑萎缩、痴呆
患者不到一个月，大小便就能
自理，不再用家人照看了；有的

帕金森、癫痫患者仅二十几天，
震颤和抽搐就减轻了；16 岁的
脑瘫儿，12 年从未叫过妈，服
用仅 2 个多月就开口叫妈了！
一丸小红药治愈五大脑病也
在众多患者中传颂。

专家指出，10 个脑病 8
个呆傻 9 个瘫，不解决傻和

瘫，脑病就不能算治好。进口蒙
古红药全部引进蒙古大漠天然
野生特种药材组成，抓住“治傻
和治瘫”这个根本，通肾络生脑
髓，通脑络修神经，通经络活筋
骨，让五大脑病患者结束傻和
瘫，变得聪明，活动自如，实现
生活自理。目前，这种进口红

色丹药——— 蒙古红药通过国
家调拨在我省上市，有关情况
可拨打济南 81800500
济宁 2066120 淄博 8156500
临沂 8909926 东营 7510120
潍坊 8858120 聊城 8169120
滨州 3861200 德州 2822120
烟台 6561159 枣庄 6969298

五大脑病进口药获批上市
脑血栓后遗症及中风偏瘫、脑萎缩及老年痴呆、脑瘫、帕金森、癫痫一药解决

类风湿、强 直性脊柱炎、
痛风、骨关节病( 滑膜炎) 患
者：《东方时空》、《健康之
路》、《中华医药》栏目多次介

绍的侯丽萍“侯氏疗法”已在
我省设立特色诊疗中心。

侯丽萍———“侯氏疗法”
创始人，国家重点专科医院
太原类风湿医院院长，中国
老年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她在清代御医传
人石广济的验方基础上，经
过 2 0 多年的实践，独创了
一套完整的治愈类风湿、强
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
病(滑膜炎)的治疗体系。 20
世纪 8 0 年代以来，侯丽萍
采用“侯氏疗法”先后治愈

20 多万例风湿病患者，成为
治疗类风湿疾病的权威专
家，“侯氏疗法”也被国家有
关部门全国大力推广！
“侯氏疗法”——— 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重点推广项目；
“十一五”重点专科强化建设
项目，是目前治疗和控制风
湿四病的最有效的疗法。
专家热线：05 3 1 -8 6 9 5 3 5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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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 强直的救星

长久以来脊髓疾病一直
是世界性疑难病症，患者久
治不愈。国际脊髓病研究学
会证实：脊髓神经细胞损伤，
神经传导系统受阻是脊髓疾
病的根本原因。

纯中药国药新品“尊皇
颗粒”，开创了“修复、营养、
再生脊髓神经”三位一体治
疗脊髓疾病的新方法，其独
有的生物活性细胞元，能够
兴奋中枢神经，全面修复、营
养受损的脊髓神经，促进脊
髓神经细胞再生，彻底修复
并打通神经传导系统，从根
本上达到了治疗脊髓疾病的
目的。

经国内多家三甲权威医
院临床应用，“尊皇颗粒”对
脊髓疾病疗效显著，一般患
者 1-2 个治疗周期就可以
恢复及改善四肢疼痛、麻木、
僵硬，肌肉萎缩无力、肢体瘫
痪、感觉障碍、大小便失禁等
脊髓疾病引起的相关症状。
专家热线：4006586277

0531-81181348

肝肾囊肿 脂肪瘤
甲状腺瘤 子宫瘤

哈药集团最新科研成果
攻克：甲状腺瘤、结节、乳腺增
生、脂肪瘤、肝、肾囊肿、子宫
肌瘤等，忽视或治疗不当易癌
变而危及生命！西医一般手术
切除，但手术对身体伤害大，
易复发，往往造成不可挽回的
后果而后悔莫及。

中科院专家推荐：国药准
字哈药“五海瘿瘤丸”其独有
的特效成分能快速切断供养
瘤体通道，饿死瘤体，消除再

生根源，杜绝恶变。
许多服用其他药物无效

或手术复发的患者，一般一周
期各种肿块、瘤体变软、变小
萎缩。坚持服用 2-3 周期，囊
肿、肿块 B 超显示消除。许多
在半信半疑中服用该药的患
者无不口服心服。
专家热线：0531-66907510
销售地址：济南宏济堂药品超市
免费发货货到付款谨防假冒
大厂名药 值得信赖

济南脑科医院、威海光华
医院李光华院长历经二十多年
的潜心研究，发现三叉神经痛，
面肌痉挛的病因主要是神经
根部受血管压迫所致，率先在
国内开展微创内窥镜技术治
疗，该技术针对病因、保留神
经功能、安全可靠、治愈率高！
已成功为 4000 多例顽固性、

复发性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
患者彻底根除了病痛。已获国
家成果发明奖和省市科技进
步奖，得到了广大患者和国内
外同行广泛赞誉和肯定，成功
病例中最大年龄 97 岁最小年
龄仅 6 岁，皆是中国之最。
电话：0531-86963326
81186111 0631-5980666

内 窥 镜 微 创 技 术 治 疗
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瘫

专家警告：水肿、浮肿
单纯西药利尿，会反复发
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心、
肾衰竭，肝硬化，尿毒症，
直接危及生命。国家中药保
护品种神猴八味石灰华丸是
国药唯一专治：下肢浮肿，
眼睑、面部浮肿、全身水
肿、无名水肿、腹水及各种

浮肿病，治愈率高达 93% 以
上，一次治疗，永绝后患。

临床验证，用药 3-5 天，
尿量增多。一般患者 1-3 疗
程肿胀消失，无任何毒副作
用。全省免费送货
电话：0531-81886371
地址：宏济堂药品超市(大观
园商场东门正对面)

水 肿 浮 肿 莫 轻 视

截瘫 运动神经元

脊髓空洞 肌无力

脊髓疾病
有药可治！

格医药信息

高血压、高血脂及高血
糖的人群，一般被统称为“三
高”人群。专家提醒这部分人
群最好坚持低脂、低盐饮食，
多吃降脂食物，如玉米、洋
葱。

“三高人群”

吃洋葱玉米降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