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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健康·保

北京某单位的陈同志，因股
骨颈骨折导致股骨头坏死，到处
求医，看病看的工作做不了，说
话带火气，他找到成林骨科说：

“医院让换金属股骨头了，你们
还能治吗？”“能治！可以签约治
疗。”医生看完片子已心中有数。

“治不好怎么办？”眼光有些咄咄
逼人，“你把我当诈骗犯抓起
来！”陈同志从未见过这么自信
的医生，他决定试试。按专家给

出的治疗方案坚持治疗。4个月
后到医院拍片子，医生说有明显
好转，他不信，又到另一个医院
拍片结论一样。又坚持治疗半年
后，基本痊愈，他高兴的跑到成
林骨科治疗中心道谢，并介绍其
他患者前去治疗，这样的故事接
连不断在社会上传颂。
冯成林及成林骨科技术成

名的离奇经历
随着被冯成林治好的患者

越来越多，社会上传出冯成林治
骨病多么神奇，笔者想了解个究
竟，并想好一但不是事实那样，就
坚决揭露打假。笔者要一探“庐山
真面目”，但在权威媒体播出、刊
登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必须慎之
又慎，他们决定扩大采访范围。从
广西、云南、山东、河北、上海……
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用药患
者和医院对“成林骨科技术”赞不
绝口，骨伤病人称成林骨科为救

命恩人，那情、那景，感人至深。经
历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笔者改变
原有打假初衷，并先后在全国20
几家权威媒体相继以《挑战传统
的接骨专家》、《改写伤筋动骨的
历史》、《骨病神医冯成林》等标题
宣传冯成林及成林骨科技术的
神奇之处，因此说成林骨科是被
打假打出名的。
医学界如是说
199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

世界第三届太极养生研究大会
上，成林骨科技术创始人冯成林
教授发表的《对21300例股骨头坏
死进行追踪研究》论文，“获得黄
帝金像奖”。2005年4月，被国际质
量体质认证委员会授予“医学卫
生成就奖”。2007年10月，冯成林
参加在斯里兰卡举行的第45届世
界传统医学大会上，荣获“世界传
统医学贡献奖”及“安东传统医学
杰出成就勋章”，是摘取骨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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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见证了
头坏死、腰
炎、骨髓炎
病、骨伤方

成林骨
股骨头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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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股骨头坏死患者
没用成林骨科技术先别换“零件”

祖传秘方聂广明结肠炎
贴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不打
针，不吃药，不复发。20天还
您一副好肠道。适用于结肠
炎，直肠炎，溃疡性、慢性结
肠炎，腹痛腹泻。

电话：82582229
地址：宏济堂（大观园东

门对过）

结肠炎
不再
年年治

祖传秘方唐金保面瘫康
复贴一贴见效，２－３个疗程
治愈。主治面瘫、面肌痉挛、
面瘫后遗症、面肌僵硬、麻木
萎缩。

经销：宏济堂（大观园
东门对过）

电话：83990551

面瘫痉挛
好不了
快快来找唐金保

专家揭秘：一夜效膏药又
名千山活血膏，是北京张修成
教授研制而成的国药准字号
Z20025596号新型特效黑膏
药，该药已在北京各大医院临
床使用。主治：膝关节骨质增
生、滑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
损伤、风湿性关节炎等。由于
该药方精药奇，疗效确切，采
用穴位贴敷，能快速修复关节
软骨和韧带的退行性变，消除
关节水肿、粘连、僵硬、疼痛、

一夜效膏药速治

膝关节
骨质增生
滑膜炎

阴囊潮湿是附睾炎引发
附睾管溃烂精液渗漏所致，
它可引起瘙痒、湿疹、臊
臭、红肿、股癣、神经性皮
炎、龟头炎等。严重者将丧
失性功能。针对阴囊潮湿的
各种问题，男根爽能在一分
钟内使有效成分渗透达到病
灶。使症状消失，三天就能
破坏致病菌的生存环境，使
病菌萎缩死亡，同时能从细

微处调节
基因免疫
彻底治愈
状，还避
的损害。
咨询电话
0531-822
经销地址
(共青团
(省中医东
堂、长清峰

阴囊潮湿、睾丸炎一

医学最新研究成果【七味
前列通】高纯度中草药精华提
取物，使前列腺的治愈率提高
了六倍。内含的金银花为清淋
之君，被誉为天然阿奇霉素。番
茄红素通闭活络；花粉则是理
想的尿道疏通剂。再加上红花，
蜂胶温肾提高免疫力。把前列

腺中浓痰
碎解，通过
随之消失
缩。恢复正
腺体回缩
10。每盒
85627768
化西路省

15元七味前列

金银花、菊花、绿茶各30
克用水煮沸，过滤后的茶水中
加黑豆50克，山楂35克煮熟，
马齿苋80克与芹菜叶60克炒
干后加入到黑豆粥中，继续小
火煮，分三次服用，一般老便
秘患者当日即可排出松软香
蕉便。目前，这一治疗便秘的
食疗古方，经现代医学科学调
配后，又加入了平衡人体酸碱
的海藻和膳食纤维，更加适合
各种顽固性老便秘。经国家批
准生产，命名为【御品膳食
通】。

【御品膳食通】独到之处：
1、晚上服，早上通，不腹痛、不

腹泻，畅快
剂量越服
结合，促进
除大便干
族群促进
便毒素。5
谢紊乱，促
修复受损
排便功能
药，无毒副
妇皆可服

经销
园东图大
丘明隆
康。

电话

食疗古方攻克

乐麦胶囊从天然名贵植
物中提取活性生物降压成分，
特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黏，
压差过大研制。每天只服用一
次，当天可使血压下降5mmhg。
3-5天可停一切西药，30天血压
恢复正常，服用量逐渐减少直

降压不反
彻底摆脱
每盒服用
15送3，买3
咨询电话
地址：大观
过】，惠好

乐麦胶囊—攻克

据
悉，出身
于中医世
家的魏铭
传 老 中
医，以其
家传的鼻
炎秘方康
复了数万

鼻炎患者，被民间称为治疗
鼻炎的中医奇人。由于效果
神奇，使用方便安全，很多明
星政要、企业家，甚至国外患
者都不远千里登门求医。

据魏老中医介绍，该疗
法只需每天睡前取一药贴贴

在鼻子两侧的迎香穴上，白
天再在脖子后面的大椎穴上
贴上一贴，就能将鼻咽腔中
的毒气拔出来，修复破损的
鼻粘膜，恢复鼻腔免疫。一般
患者使用当天就感觉到鼻子
凉飕飕的，流出的鼻涕又浓
又黄，取下药贴后发现拔出
一些浓黑色的液体。连贴15
天后，头晕头痛，流鼻涕，打
喷嚏，鼻塞症状明显减轻。用
完一个疗程，鼻炎就彻底好
了，呼吸顺畅，睡眠好，人也
精神了，永不再犯！

魏老中医用此方济世将
近40年，凡来求医的都是患

病多年的疑难患者，老人小
孩特别多。由于此法安全，奇
特，高效，国家特批将其命名
为：魏氏拔毒鼻通贴，并大力
向全国推广。如果您患有过
敏性鼻炎、急慢性鼻炎、鼻窦
炎、单纯性鼻炎、肥厚性鼻炎
和干酪性鼻炎、慢性咽炎、咽
干、咽痛、恶心、干呕、莫名的
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不妨
体验一下魏氏拔毒鼻通贴，
肯定会带给您意想不到的效
果！
咨询电话：0531-89880185

经销：济南大观药店(大观
园东门斜对过)

祖传秘方治鼻炎 20年没犯

“我是晚期肺癌，今年9月在
省立医院确诊的。看到结果心都
碎了。我刚48岁啊，孩子的事还
没有操办好，我不能瞑目啊。我
整天咳嗽还有血丝，胸口憋闷脸
色蜡黄，声音嘶哑话都说不清。
二弟看到了‘首个抗肿瘤细胞因
子研制成功’的介绍，经咨询专
家后赶紧买了一个疗程给我。没
想到一疗程下来，我现在是胸不

闷了，不咳血了，说话也清楚了，
脸色正常了，不知道的人根本看
不出我曾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
真的很感激中科院的科学家研
制出的好药，它救了我的命啊。”
在康复中心，来自章丘的刘启敏
高兴地诉说着他的经历。

相关链接：口服细胞因子是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与浙大共同
研制的生物抗肿瘤新药。它采用

我国首创的“家蚕生物反应器”
技术，提取出LITAF、、Hep-59、
GMF、Th等抗肿瘤细胞因子，获
得了多项专利及国家技术发明
奖，受到了医学界的广泛认可。

临床证明：细胞因子适用
于肺、胃、肝、胆、食道、结直
肠、膀胱、前列腺、乳腺、子宫、
淋巴、血液等肿瘤治疗。

详询：81183826

治肺癌，多亏有了细胞因子！
中科院抗肿瘤新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奖(证号2004F23520101)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官方网站，2008年7月16日
公告：百乐士量子乳治疗
失眠获国家发明专利，如
下：“本发明提供的涂敷
剂疗效显著，可达到或优
于目前各种治疗失眠药物
的疗效。且安全可靠，使

用方便，每晚睡前一小时
涂抹，此时上床可迅速入
睡。不影响睡眠结构，是
一种近乎理想的治疗失眠
的涂敷制剂。”

该技术18次为一个调理
周期，开始阶段睡前一个小
时耳根一抹即可入睡，随后

三五天，或七八天，睡不着
就抹一抹。由于失眠者长期
缺觉，第二天人会感到有嗜
睡、头昏现象，一般三五次
后就可消失，18次失眠即可
调理正常。

详细使用方法咨询：
86559295

失眠有了新疗法
专利量子技术耳后一抹睡好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