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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尊一医院用“中

医降糖平衡疗法”清血脂、

平血糖、阻并发三位一体

治疗糖尿病，滋阴补肾，益

气润肺，滋补肝脾，激活胰

岛细胞再生，修复胰岛功

能，全面提高人体免疫力，

中药降糖平衡，持久不反

弹，同时治疗糖尿病引起
的视力模糊、心脑血管病、

手足麻木、神疲乏力、四肢

酸软、性功能障碍等并发

症，无需控制饮食，无需长

期服药，用药 3 天平稳降

糖，10-20 天可使高血糖

恢复正常，6 个月至一年

后血糖达到持久平稳，并

发症得到根本控制。血糖

不难控制，可怕的是失明、

尿毒症、截肢、中风的威

胁。

咨询电话 :0536-

8686695

糖
尿
病

地址：北海路与玉清东街交叉
口东 100 米。乘 20 路、23 路公
交车到尊一医院下车。

该疗法在治疗肿瘤中有
三大特点。一、清除肿
瘤：药物直达病灶，渗透
进肿瘤包块内杀灭癌细
胞；二、提高机体免疫
力：在短期内有效的改善
肿瘤引起的身体虚弱 ,食
欲下降、发热、疼痛、胸
腹水等症状。三、防止肿
瘤复发和转移：对于经过
各种治疗进入康复期的肿
瘤患者，为防止肿瘤死灰
复燃，利用抗肿瘤药进一
步清除余残病灶，有效防
止了癌细胞的转移和复
发。大大提高了患者远期
生存率。

中国中医科学院是我国

中医药最高权威科研医
疗机构，经过几代专家
数十年研究，在国家重
点科技攻关项目的基础
上研制出的中医治疗肿
瘤新疗法——— “抑扶平
衡疗法”和抗肿瘤系列
药仙蟾片等。

对肝、肺、胃、肠、食道、鼻
咽、乳腺、骨、脑等肿瘤有
很好的治疗作用，治疗一
疗程,使患者食欲、体力、

睡眠，精神状态明显改
善，病情稳定逐渐好转，

三疗程以上，肿瘤萎缩、

坏死、缩小、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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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86695
地址：北海路与玉清东街交叉
口东 100 米。乘 20 路、23 路公
交车到尊一医院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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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婚，

爱情赌局
在婚姻的天平上，谁也说不清时间与感情该进行怎样的等

值代换。

三秒钟能爱上一个人，三天可以谈一场恋爱，三十天能踏

上“红地毯”，当激情的火焰在两人之间燃烧时，这个婚姻，

一刻钟也不能等。

然而，没有时间积淀的“闪婚”能否抵挡锅碗瓢盆油盐酱

醋的侵袭？我们不能妄下结论。不过，现实却似乎总在证明，

三秒钟的恋爱难以延续一辈子，闪婚更可能不是通往幸福的捷

径。

闪婚，像场赌博，赢了，一世幸福，输了，赌上青春。

婚姻的 68 天之痒
2010 年 6 月 20 日大婚，2010

年 8 月 26 日离婚，这段婚姻的保

质期是 68 天。

这 68 天，对青州的李峰来

说，是一段从甜蜜跌到痛苦的炼

狱般的日子。

24 岁的李峰家在农村。这个

年纪，在乡亲眼中，已经算是个大

龄男青年了。七邻八舍接连的喜
事，让李峰的父母坐不住了：谁谁

谁结婚了，谁谁家媳妇怀孕了，谁

家抱孙子了。整日被父母耳提面

命，李峰心里似乎也急了，于是他

接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相亲。

相亲让李峰感受到了命运的神
奇，他被丘比特的神箭一举射中。

23 岁的女友刘苓苓活泼、大方，两

人落入情网。四十天之后，两人定

亲了。

李峰说，其实相处的过程中，

两个人也产生了些小矛盾，女方

爱玩，爱使小性子。一次，她居然

打个电话说要去北京玩。李峰不
放心，说开车陪她一起去，可她一

会儿说想一个人出去，一会儿又

说有嫂子陪着去。最后，还是只身
一人去了北京。

刘苓苓的不懂事，让李峰有

了要分手的念头。但是后来她从

北京回来，给爸妈还带了礼物。

“总觉得她年纪小，只有 23 岁，有

些不懂事，但在家里又是给妈买

衣服又是帮着刷碗的，看着很贤
惠，能当个好老婆。而且，她还怀

孕了。”

6 月 20 日李峰奉子成婚。本

以为是甜蜜的开始，不料婚姻却

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没几天，这对小情侣开始拌

嘴了，女方一生气就回娘家，平时

没事也喜欢往娘家跑。“一开始，

女方说自己年纪小恋家，我也没

多管。可是后来，基本上就住在娘

家了。我让她回来住，他说我管得

宽。”

一周回娘家住五天，在新家

两天，这对小夫妻开始了无休止

的争吵。一开始李峰还企图说服

自己，凑合着过吧，大家都是这么

过来的，时间会磨平冲突，何况还

有一个孩子呢。

可是，某一天，李峰绷得紧紧

的弦断了：离婚吧，两人都解脱。

从吵闹到分手，再到协议离

婚，李峰真是快刀斩乱麻。分手

时，一心只要解脱的他，什么都没

有要，“五万块钱的定亲钱、彩礼

钱、添柜钱我一分都没有要，只是

这段婚姻心疼孩子，一个最无辜

的孩子……”

当爱情碰上锅碗瓢盆
没人会否认自己是在爱情的指引

下步入婚姻礼堂的，闪婚夫妇也

不例外。然而婚礼之后，两人之

间除了爱情，面对更多的是锅碗

瓢盆、油盐酱醋、家长里短，是

对家庭的责任和对方的包容。

“见了她，才明白什么是相见恨

晚。”三个月后，赵伟与女友步

入了婚姻的殿堂。赵伟说，女友

是朋友介绍的，一见钟情，这种

幸福的感觉让他们俩充满了激
情，此后又陆续见了几次面。最

初婚后的生活很幸福，下了班，

他只想着赶紧回家。但渐渐地，

双方在生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是个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人，而

妻子从小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

婚后，因为家庭琐事，两人的感

情急速恶化，双方互相抱怨。

“现在已经分居了，准备换绿本

了。”

奎文区一企业职员董建国的

“闪婚”也同样以离婚告终。

“‘闪婚’后两人朝夕相处，双

方的小缺点渐渐地显现出来。我
是花钱大手大脚惯了，她是家

务、做饭样样‘拿不起来’。”

董建国说，谈恋爱那会儿，什么

都觉得好，可是结婚了正儿八经
过日子了，一个女人不会做饭，

天天去超市买现成的吃，或者下

馆子，怎么都觉得不是件事，和

自己原本想象的婚姻生活差距太

大，这哪里是结婚过日子？随着

时间的推移，繁华落尽，他和妻

子之间的争端也越来越多，终于

双方的矛盾彻底爆发，互不相让

的两人在结婚半年后领了离婚

证。

爱情来了，等还是不等
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爱情体

验。上世纪 40 年代人相濡以沫，50

年代人并肩革命，60 年代人郎心

似铁，70 年代人忙于柴米油盐，80

年代人正从浪漫回归日常生活，90

年代人开始摸索新的相爱之道。

过去的爱情里，有专一的深情，

有恰如其分的慢和回味，有牺牲

精神和爱人如己。

现在，爱情似乎越来越缺少

培养的器皿和时间。社会在加
速，什么都要求速成，人们面对

社会转变不知所措，期望抛弃繁

文缛节，对待婚姻也是如此。而

且，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对事业自顾不暇又经历几次

恋爱未果的男女，通常不愿过多

耽误时间和精力进行漫长的恋

爱。于是，他们选择了“闪

婚”。然而，闪婚之后，似乎又

过得不尽如人意。

奎文区婚姻登记处刘彩霞主

任介绍，老一辈人的思想很单

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个

人凑在一起，就是为一个家庭努

力，两个人相互磨掉自己身上的

棱角，在一起安稳生活。但是现
在来办理离婚的小情侣，多数人

在恋爱时是激情四射，爱得轰轰
烈烈，只是婚后，鸡毛蒜皮的一

些小事需要他们磨合时，他们缺

少了包容对方的勇气。他们不同

的习惯，性格，观念，都成为婚

后烦恼的来源，而为了“同一种

生活”，两个人会在“不同”的

冲突中逐渐变形。

潍坊市婚姻专家张弘说，新

人走进婚姻，必须有足够的感情
基础，同时也要正确认识婚姻、

家庭的责任。“不能一遇到问题

就离婚，必须学会去接受、处理
双方家庭、长辈晚辈间的矛盾，

这样才能成长，并且获得真正、

持久的幸福。”

“闪婚”并不符合婚姻的基

本规律，爱是婚姻的基石，爱需要

男女双方深入了解。缺乏深入了

解，没有经过慎重考虑就草率结婚

显然满足不了婚姻的基本需求。在

“闪婚”的婚姻中，有少部分人恰
好在各方面都很适合，会和和美美

过一辈子。但是更多的人会遇到各

种问题，瞬间的激情能暂时掩盖双

方的缺点，但婚姻是现实的，尘埃

落定后，这些缺点就会暴露无遗，

磨合不好的结果就会导致“婚姻死

亡”。因此，婚姻还是要以平常心对

待，最好认真了解对方后再做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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