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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角拔毒新疗法

三盒治好肠胃病

每天前20名打进电话者

享受成本价特惠体验

由于胃肠存在许多褶皱，加

上胃三小时排空一次，传统片剂、

胶囊、汤剂药物成分被短时间内

排出体外，很难深入胃肠褶皱病

灶。时间一久就形成“胃肠死角”，

成为致病根源，导致胃肠病反复

久治不愈，极易恶变为癌肿。

近日，中华老字号慎德堂“死

角拔毒疗法”被爆出后，立即吸引

了无数胃肠病患者，不管是几年

还是几十年的老胃病、老肠炎，只

需30分钟，胃酸、胃痛、胀气、打

嗝、腹泻等不适症状全部消失，保

证药到病除，且愈后不反复。

中医药研究院对其进行了专

项研究，结果表明效果好是因为

特有的糊状剂型顺着胃肠壁可以

深入到所有的褶皱之中，像“膏

药”一样牢牢粘附在受损的胃肠

粘膜，特效成分迅速拔除潜伏在

死角的所有病菌，再生新的胃肠

黏膜，促进自身有益菌生长，恢复

胃肠健康。药效可持续12小时，彻

底解绝药物难在胃肠停留的难

题。一药双方，治养同步，相当于

同时吃消炎药、止酸剂、修复剂、

健胃片、益生菌等多种药。见效明

显，不伤肝肾。据查实，这种新疗

法名为“云南糊药”，已被列入保

密配方、中药重点保护品种，正式

批准为国药准字、OTC治疗型新

药。

详情请咨询:0531-86552268、

400-6796177

足量喝水，少食生冷

许多人都喜欢吃些清凉的食物来“消暑”，例如凉菜、西瓜、冰激
凌、冰镇汽水、啤酒等。过凉的食物会刺激胃肠道，影响消化液的分泌
使食欲减退，造成消化不良、厌食、腹部胀痛、腹泻等胃肠道疾病。此
外，冰冷食物虽可暂时缓解燥热，但口腔受冰冷刺激后，容易造成唾
液腺及舌部味觉神经、牙周神经迅速降温，有时甚至出现麻痹状态，
会刺激咽喉，引起咽炎或牙痛等不良反应。每天应少量多次饮用白开
水，也可饮用绿茶水、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除渴。

国际名医鼎力助阵，公立专家悄然应聘

民民营营口口腔腔医医院院渐渐受受业业内内青青睐睐
本报济南4月27日讯（记者

徐洁） 4月25日，由可恩口
腔医院主办的国际种植牙名
医论坛成功举办，来自德国、日
本、韩国以及国内知名口腔医
学的专家参加论坛，并作了多
场精彩专题讲座。几天前，同样
是可恩口腔医院举行的招聘
会，收到了不少公立医院口腔
医生的简历，其中还有副主任
医师。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随
着民营医院医生职称评定渠
道的打通、社会养老体制并轨，
尤其是在口腔医学领域，人才
去向正悄然发生变化，民营口
腔医院越来越受青睐。

“非常能理解这种现象。”
一位曾经在我省某三甲医院
工作的口腔科医生说，在公立
医院，病人人满为患，口腔科医
生从早上八点上班到下午五

点下班，时刻都在忙碌，几乎连
中午吃饭的时间都被挤占了，
有时候一周坐诊可达四天甚
至五天，这样的工作强度却往
往难以匹配相应的报酬。

已经从公立医院跳出来、
目前担任可恩口腔医疗总监
的留日博士赵宁医生说，以前，
公立医院医生跳槽到民营医
院几乎是没有的事情，一是对
民营医院这一平台有疑虑，担
心医院的长久发展；二是舍不
得放弃公立医院的事业编制，
即使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持这
样的观念。

对民营医院而言，人才流
通障碍重重，缺少好医生成为
发展的瓶颈。

现在，在高端的民营医院，
情况早已发生变化。在可恩口
腔等民营医院，硬件投入非常

大，很多设备优于部分公立医
院。在医院环境和医疗服务上，
民营口腔医院也更加舍得下
工夫，能提供星级甚至VIP级
别的服务，让医生和患者都能
更加舒心地坐诊和就医。

同样在公立医院摸爬滚
打多年的亓庆国博士说，社会
的大环境也为人才流动提供
了条件。现在，民营医院医生也
可以晋升职称，与公立医院医
生享受同等条件，社会养老保
险和编制等障碍也越来越小。
而民营口腔医院往往管理理
念更先进，薪酬制度更灵活，对
公立医院的不少医生具有不
小的诱惑。“像可恩口腔更是第
一家新三板上市的口腔医院，
管理理念可想而知。今后越来
越多的医生会在公立与民营
间流动，这将是一个趋势。”亓

庆国表示。
与此同时，民营医院专家

团队也越来越强大。就此次可
恩口腔种植牙国际名医论坛
而言，邀请了可恩口腔医疗总
监德国口腔专家弗兰克·里鲍
格、德国种植专家格哈德·考
汉、日本种植专家筱田博士和
于淼博士、韩国专家文照雄教
授和安吉祐博士以及国内口
腔专家王明国博士等出席，并
作了专题讲座。而这些专家今
后将为可恩口腔提供更好的
技术支持。

目前，随着人口老龄化时
代的到来和饮食生活习惯的
改变，种植牙等口腔治疗的需
求量每年都在激增。亓庆国认
为，民营医疗机构提供规范、高
端的医疗服务将是口腔医学
发展的趋势。

金金罐罐加加多多宝宝签签约约米米兰兰世世博博，，凉凉茶茶中中国国梦梦实实力力践践行行
4月20日，加多宝在推出金

罐之际，同时发布了行业内首
个“金标准”体系，通过原生态
本草原料基地，正宗配方浓缩
技术，世界级工厂打造2 . 0版

“360度品质管理体系”，继续巩
固国内市场，并向世界推广正
宗凉茶文化，打造2 . 0版“凉茶
中国梦”，让凉茶文化成为世
界看中国的一张金灿灿的名
片。

而就在刚刚过去的4月16

日，加多宝成功签约2015年米
兰世博会，将以“中国馆、中国
企业联合馆官方指定凉茶”身
份“金彩”亮相。届时，加多宝
将向世界展示正宗凉茶文化
魅力和中国企业的风采。

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国
家馆组委会委员、中国企业联
合馆执行馆长王慧，中国企业
联合馆执委会执行副主任、增
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
中国企业联合馆执委会副秘
书长周皓岩，意大利总领事馆
代表、商务领事Arduino先生，
以及加多宝集团品牌管理部
副总经理王月贵亲临现场并
讲话，与到场的众多嘉宾及媒
体朋友共同见证了加多宝“凉
茶文化全球行”的全新征程。

凉茶文化全球行再踏征

程，加多宝携手世博全面布局
国际化战略

中国企业联合馆执委会
执行副主任、增爱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胡锦星在发布会上表
示，凉茶领导者加多宝从全国
众多饮料企业中脱颖而出，成
为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
国企业联合馆战略合作伙伴
及中国国家馆官方指定凉茶，
除其本身在行业享有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及其整体实力能
代表行业外，还在于其一直秉
承正宗配方基础上对凉茶文
化的传承和弘扬，“这与我们
筹办企业联合馆的理念不谋
而合，这与国家的大方针也高
度契合。”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初，
凉茶创始人王泽邦第五代玄

孙王健仪将祖传凉茶配方独
家传授给加多宝后，加多宝就
肩负起弘扬凉茶文化，做大做
强凉茶产业，把凉茶从岭南一
隅推向全国、全世界的使命。
1996年首创并推出第一罐红罐
凉茶起，改变传统凉茶依靠散
装和颗粒销售的模式，并通过
精准定位推动凉茶从区域性
产品走向全国，成功开创凉茶
品类，20年来，加多宝一直坚持

“大品牌、大平台、大事件”的
营销战略，让加多宝的正宗内
涵根植消费者内心，成为最受
青睐的饮料品牌。

与此同时，作为凉茶行
业开创者和领导者，加多宝
一直肩负着将凉茶文化发扬
光大的历史使命，并不断借
力国际盛会向世界推广正宗

凉茶文化。每逢国际盛事，无
不出现加多宝的身影。凉茶
作为当代中国民族文化的代
表符号已经被世人所知，中
国自然和谐的民族精神借助
凉茶文化更加广为传播、深
入人心。

正是凭借对凉茶文化及
产业的卓越贡献，凉茶领导者
加多宝得到贸促会、世博局的
认可，将成功亮相米兰，开启
全球化发展的战略宏图，向世
界展示中国传统凉茶文化的
魅力与风采。

高举“凉茶中国梦”大旗，
加多宝致力于打造中国文化
新名片

加多宝集团品牌管理部
副总经理王月贵先生表示，作
为中国凉茶行业的领导者以
及正宗凉茶文化的传承者，加
多宝更应该响应习总书记提
出建设“一带一路”经济带战
略构想，肩负起把代表中国传
统养生文化的凉茶推向世界
的历史使命，借助米兰世博会
这一平台，奏响中国饮料品牌
在世界舞台上的“金彩”乐章，
把加多宝凉茶打造成为代表
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符号和世
界认识中国的新名片，实现

“凉茶中国梦”。

健康普洱 齐鲁飘香

普洱茶古树茶到底好在哪里
现如今茶友们都喜爱选

择普洱古树茶，古树茶是指存
活百年以上的大叶乔木茶，在
云南版纳茶区、临沧茶区和普
洱茶区有古树群落，数量较为
稀少。在一些“骨灰级”茶友眼
中，300年以上树龄的茶树才能
被冠以“古树”之名。近年来，市
场上的古树茶交易渐热，可见
无论是从收藏的角度还是品
饮的角度，它都具有其它茶类
无可比拟的优势。
古树茶大多生长在土质最

肥沃的地段，与周围的生态环
境和谐共处，无需使用化肥农
药，可以算得上是目前世界上
最生态的茶叶饮品。由古树茶
做成的晒青毛茶加工而成的滇
红，有一部分从清朝开始至今
一直供应给欧洲皇室，成为皇
家饮品。

古树茶都是大叶种乔木
茶树，树干大，所谓树有多高，
根就有多深，茶树吸收的养料

充足，叶芽肥厚，且一年有的只
采摘一次，偶尔采摘两次(春
尖、谷花)。值得注意的是，并不
是茶树越老越值钱，还要看茶
叶的选料等级，有的不良茶商
打着千年古树茶的名号欺骗
顾客。千年古树株数少，产量
小，有的已经成为文物受到保
护。所以，无论是收藏家还是普
通消费者都不要过分被树龄
所左右，应该选择可信的茶号、
可信的茶人与可信的原料。

古树茶没有经过任何现
代工艺的破坏。古树茶做成的
晒青毛茶，由于本身内含丰富
的茶多酚、茶黄素等，且没有经
过任何现在工艺的破坏，在以
后的陈化中表现更突出，汤色
油亮、气韵芳香、回甘生津、经
久耐泡。普通的台地茶树龄小，
越放茶味越淡，最终会失去韵
味而没有陈香。

由于植株吸收养分较多，
古树茶有很强的稳定性，从第

三泡到第十五泡滋味仍然不
减。在品鉴一款古树茶时，茶
味、气韵的稳定性将决定我们
的第一印象。

古树茶有神韵和灵气。由
于海拔、所处环境不同，各个古
树茶山所产茶表现出不同的
灵气。有的高香、有的喉韵深、
有的绵甜等。在生茶的陈化过
程中，这些独有的东西依然伴
随，在我们品饮老茶时，依然能
够品味到这些神韵。在一些顶
级的古树茶产区，普洱生茶所
表现出的原始森林气息和一
丝丝灵气更让茶人陶醉。

天下普洱茶国茶马史诗
旗舰店是专注于普洱茶定制
与养生的茶叶品牌，现面向全
省诚招渠道、代理商。咨询电
话：13065076666 济南旗舰店：
济南市经十路17513号(学府大
酒店往东100米路北)

茶马史诗荐茶：千家寨古
树茶(2014年春茶)

(全国统一零售价309/
250g，晚报读者可享八折247元
优惠购，包邮)

千家寨是我国目前保护
面积最大、植被最完整的中亚
热带中山湿性阔叶林。古茶树
群落总面积达28747 . 5亩，世界
上树龄最久的野生型茶魂树
(2700年树龄)就生长在千家寨
野茶林中。这款千家寨的古树
茶树龄在200年左右，茶香怡
人，汤色淡黄透亮，口感清甜，
花香明显，是春夏品饮的上好
选择。订购热线：0531-81758658

加入茶友会

签约仪式现场。

近日，由赵薇代言的西王新

广告片全新上市，TVC中的“80万

粒西王玉米胚芽，非转基因，滴滴

珍贵好油，西王玉米胚芽油”也随

之广而告知。

据了解，西王玉米胚芽油全

部选用高品质、纯天然、无公害的

玉米胚芽作为原料，从玉米原料

加工到玉米胚芽油灌装整个过程

实施全程质量监控，保证出厂的

每一滴玉米油都是优质好油。80

万粒胚芽，相当于15公斤的玉米

胚芽、214公斤的玉米粒。

据悉，西王玉米油新TVC已

强势占领了央视、各大卫视的黄

金时段，在业界掀起了新一轮广

告风暴。“西王玉米胚芽油 非转

基因滴滴珍贵好油”在吸引了亿

万观众眼球的同时，赵薇在电视

广告中的淡雅脱俗更惊艳了世

人，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西王玉米油

新广告片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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