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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突”颈椎病

千万别硬“扛”

【市民问诊】我患腰间盘突出近
10年，走三五百米路腰就隐痛不止、
腿疼腿麻。口服药、膏药、推拿、针灸
都用过，不但不除根还有点加重。我
的病还有救吗？

笔者咨询了民间中医奇人王立
财：“颈腰椎病置之不理易恶化，患者
千万别硬扛。不妨试试我的外敷方。
我世居吉林通化,历经20余年研发出
颈腰椎病、胃病奇方(胃病我另有食疗
偏方反馈更佳，可先试后买)。凡腰突、
颈椎病重症者,别人用活血化瘀,我与
众不同，反用水蛭、土虫等血肉之品
行破血之法,效果超乎想象。本人据此
研发出百脉外敷中药袋,因配方奇、药
效强每天只需睡觉时外敷12小时即
可。凡不能下床弯腰、行动不便者,外
敷一次即显神奇。很多患者使用1个
月左右,康复后可重新开车、跑步、爬
山均不耽误。10到20年患者也不过3—
5个月即可。本人因此获国家专利
2008103020868,被录入《世界人物辞海》
并被誉为中医奇人。本人谨遵医德，
以行医30年信誉担保决不欺骗患者。
目前该方加强型(128元/盒，3盒/周期)

已在山东上市，半信半疑者速拨热线
0531-81114000少量购买体验。敬请康
复者代我宣传,谢谢!”

上肢麻木或是颈椎作祟

流行病学表明，骨科门诊中，颈椎病已超过下腰痛，成为骨
科第一疾病。发病本是中老年居多，但随着青少年伏案学习以及
面对电脑的时间增多，年轻人的发病率日趋升高。尤其以神经根
型多见，以手臂麻木为突出症状。手臂手指的感觉是由特定的神
经支配的，如果压迫相应的神经节段，最常见的就是麻木。有影
像学颈椎退变，伴有与退变节段相应的脊髓或神经根压迫表现
的，可诊断为颈椎病；有症状，无退变，则不能诊断为颈椎病。

拓拓宽宽学学术术视视野野 护护佑佑生生命命之之源源
——— 访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肾内科主任傅余芹

作为国家首批、全省唯
一的肾脏病临床重点专科，
山大二院肾内科技术力量雄
厚，具有强大的医疗、教学与
科研能力。他们坚持与时俱
进，始终以病人为中心，在肾
脏病的诊治方面形成了全方
位、一条龙的整体格局，充分
满足各类肾病患者的医疗、
护理需求。
腹透血透并举
打造专业规范治疗平台

据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肾
内科主任傅余芹介绍，作为
肾脏替代疗法之一的腹膜透
析，与血液透析有着完全不
同的优势，可以让病人在家
中自行操作，无需受制于固
定的治疗时间。

由于对腹膜透析认识不
足，目前腹透患者占全部透析
人群的比例尚不足20%。傅余
芹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
主要有患者甚至医护人员缺
乏了解，一些患者害怕治疗出
现腹膜炎等感染问题。事实
上，近20年来，由于腹透通路的
改进和对腹透患者的培训加
强，我国对腹膜炎的控制水平
已经大大提高，平均5年左右
才有1次感染风险。

傅余芹指出，腹透病人
主要在家自行透析治疗，因
此，规范严谨的患者教育和
培训至关重要。“由于腹透病
人的病情常处于一个动态变

化当中，而且这种变化往往
不为病人所注意，临床上常见
病人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如
心力衰竭、重度营养不良才来
就诊，耽误了病情，也大大缩
短了病人的寿命，降低了病人
的透析质量。”傅余芹说道。

作为我省开展腹膜透析
治疗的专业平台，山大二院
血液净化中心重视专业教
育，开展腹透技术规范化培
训，不断学习国际国内最新
的管理方法，探索出一流的
腹透管理模式及操作规范。

山大二院肾内科尤其重
视自行腹透患者的“门诊再培
训”，除单纯的透析操作技术
外，还加强了腹透病人的门诊
管理和治疗指导，让病人意识
到在透析过程中需不断调整
生活习惯及透析方案。肾内科
在腹透治疗中引入国际先进
的康复理念，将鼓励、教育、锻
炼、工作及评估5个环节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
病人的生活质量。

傅余芹谈到，无论是血
液透析还是腹膜透析，只要
在业务精湛的专业肾科医护
团队指导下，在“正确”的时
机，对“正确”的患者，采取

“正确”的治疗，并坚持系统
规范的一体化诊疗，都可以
长期存活。
技术特色引领行业发展

山大二院肾内科对肾脏

常见、多发病及疑难危重病
的诊疗抢救水平居全省领先
水平。尤其在环磷酰胺冲击
治疗、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治，
以及双重血浆置换、血液净
化、肾穿刺活检等方面成效
显著，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
特色的肾脏病诊疗技术。
环磷酰胺冲击疗法显奇功

据傅余芹介绍，在难治
性肾病综合征的治疗方面，
老 药 新 用 有 时 可 大 显 奇
功——— 大剂量环磷酰胺冲击
治疗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疗
法。该疗法可有效促进难治
性肾病综合征的缓解和临床
治愈，最大程度保护肾功能，
减少终末期肾脏病发生，还
可以明显减少不良反应。山
大二院肾内科在国内最早开
展这一疗法，临床经验丰富，
已使众多肾病患者受益。
寻求糖尿病肾病最佳诊治

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
对症治疗十分关键。山大二
院肾内科通过早期肾活检，
同时采集标本筛选并确定糖
肾病早期诊断“标志性蛋白”，
建立特异性强、敏感度高的临
床监测系统，并通过多中心、
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从
而为患者确立糖尿病肾病早
期治疗的最佳方案。
创新性双重血浆置换技术

“高脂血症的内科治疗不
仅花费大，且疗效有限，常常

反复，最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而出现相应靶器官的损害。”
傅余芹表示，肾内科开展的双
重血浆置换技术克服了以往
疗法的不足，具有独到的创新
性和优势。目前，肾内科应用
双重血浆置换技术完成血脂
净化数百例，疗效显著。

专家名片：

傅余芹，肾内科主任、血
液净化中心主任，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山东
省医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委
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肾病分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病理生理杂
志编委等。从事临床工作近30

年，谙熟各种肾脏疾病的诊
治，尤其是对中西医结合治疗
急、慢性尿路感染、慢性肾小
球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的非
透析疗法有独到之处，并取得
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对肾脏乃
至内科系统的急危重症的抢
救,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门诊时间：周一全天

联瑭素是从甲型链球菌
中提炼出的一种能快速杀死
肿瘤细胞的神秘物质。这项发
现已被中国医学科学院称为“21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联瑭
素被当今医学界称为治疗肿瘤
的“生物炸弹”。该药目前已获
得国家药准字认证(国药准字
H20046187)。权威肿瘤专家向世
人宣告：肿瘤治疗已经进入了
生物治疗时代，肿瘤治疗应首
选生物制剂“联瑭素”。

联瑭素是一种全新的生
物反应调节剂，肿瘤患者服用
后5分钟内能迅速渗透全身淋
巴系统，10分钟即可到达毛细
血管所涉及的各个细胞组织，
吸收率极高且无毒副作用。目
前为止，此药是我国唯一的细
胞治疗肿瘤的纯生物药品，药
物直接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又
能保护到人体的免疫细胞，并
对肿瘤患者放化疗时受损的
骨髓造血干细胞起到修复作

用。此药能彻底阻止手术后转
移，增加肿瘤患者的抵抗力。
肿瘤患者一般服用此药6-7

周，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瘤体
逐渐萎缩，特别是对中晚期及
手术后患者有效率极高。此药
进入临床以来，在全国已挽救
了18万肿瘤患者的生命，受到
了肿瘤患者广泛称赞。

服用3-5天就能改善肿瘤
患者的疼痛、恶心；7天后，食欲
明显增强，疼痛大幅减轻，积液

和腹水减少，甚至消失。放化疗
期间的肿瘤患者，服用15天左
右，脱发现象明显减轻，白细胞
逐渐恢复正常值。联瑭素在山
东上市以来已经把近两万例
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主治：各种恶性肿瘤、白
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
各种原因引起的白细胞和血
小板缺乏症。
咨询电话：
济南：0531-82731516 82719598

淄博：0533-2186868

潍坊：0536-8830128

青岛：0532-88869798

烟台：0535-6581387

网址：www.zlzl99 .com

5分钟渗透全身淋巴系统，10分钟到达恶性细胞组织，专家提醒：

肿肿瘤瘤治治疗疗应应首首选选生生物物制制剂剂““联联瑭瑭素素””

牛皮癣一直是医学界的研究热
点，传统的激素、膏药、泡浴、光疗等
治疗手段，停药就复发，时轻时重，
反反复复。

山东边防总队医院牛皮癣治疗
中心专家组，多年来联合国内外皮
肤病学、基因学、免疫学有关专家共
同研究与探索，运用自体细胞激活
再生疗法，成功治愈万例牛皮癣患
者，外病内治，无需忌口。

预约热线：0531-88551120，地
址：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59-3号
(政法学院东门)。

自体细胞与牛皮癣

胰岛再生——— 找到糖尿病的根源

巧巧吃吃苦苦瓜瓜 拯拯救救胰胰岛岛
轰动欧美的糖尿病绿色疗法全国免费发放

为什么人一得上糖尿病，
就会视力下降、疲乏无力，身体
消瘦？为什么糖尿病会引发白
内障、下肢坏疽、心肾衰竭甚至
酸中毒？我们都知道，胰岛β细
胞分泌不足是糖尿病的根源，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胰岛β细
胞分泌功能障碍的呢？

近日，美国哈佛医学院专

家 首 次 揭 开 糖 尿 病 的 真
相——— J-羧肽酶的缺乏，才是
导致糖尿病的根源。J-羧肽酶
是人体内存在的一种生物蛋
白酶，它具有催化和降解人体
内多种营养蛋白转化的作用。
因为J-羧肽酶最主要的作用
是促进蛋白分解，因此，长期
的不良饮食习惯，都会使体内

J-羧肽酶在食物消化过程中
被大量消耗。而J-羧肽酶一旦
缺乏，就会出现以胰岛β细胞
分泌功能下降为代表的一系
列蛋白代谢紊乱性疾病，医学
上称为“糖尿病”。美国医学专
家在J-羧肽酶研究的基础上发
现：只要给糖尿病人巧吃常见
的蔬菜苦瓜，补充足够的J-羧
肽酶，就能让无法正常分泌胰
岛素的β细胞开始活跃、胰岛
素抵抗消除、白内障也能自行
逐渐消退，不仅糖尿病患者精
神状态日益好转，就算完全停
掉西药，血糖也不会再升高。

为了将这一全新疗法向

全国糖尿病患者普及推广，全
面普及简单易学的糖尿病康
复方法，由黑龙江科学技术出
版社特别出版发行了《胰岛再
生——— 糖尿病人的大救星》一
书，书中重点介绍了糖尿病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临床
问题，及如何通过巧妙食用苦
瓜，达到修复胰腺，彻底治好糖
尿病的实用方法。该书图文并
茂，语言通俗易懂。只要识字就
能学得会，实为广大糖尿病患
者不可多得的康复宝典！现在
开始在全国免费发放5000本！
有需要的患者，可拨打全国免
费电话400-0507-811领取。

顽固性失眠 抑郁症 精神障碍用美国消郁灵

美国研究发现,边缘系统
的“海马区”是最早生成发挥
功能的部分 ,管理着睡眠中
枢、记忆中枢、精神运动,情趣
反应等,由于遗传、压力、精神
打击等原因,使“海马区”供血
减少,海马区中的神经干细胞
无法得到足够的营养时,海马

区便会萎缩。人体就会出现
失眠早醒 ,多梦易醒 ,情绪低
落 ,自卑自闭 ,悲观厌世 ,行为
异常 ,敏感多疑 ,恐惧强迫 ,幻
听幻觉等症状。

美国专利消郁灵在美国
临床8年,针对顽固性失眠、抑
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恐惧

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 ,效果
意外惊人。不管病情有多重 ,

病史有多久,服用消郁灵5-10

天都有神奇效果出现。轻者3

个月可康复 ,重者6个月摆脱
疾病困扰,重获健康生活。

美国专利消郁灵中国上
市10年,深受广大患者好评,以

神奇的效果为基础,康复一个
又一个患者。现打进电话可
与专家交流,大量康复翔实病
例提供参考。郑重提示 :消郁
灵买10盒送5盒 ,服用后对效
果不满意 ,厂家跟踪服务到
底,不让患者花冤枉钱。

咨询热线:0531-80950193
4006653779(免长途费)

经销地址 :华东大药房
(济南市大观园站旁)

静脉曲张

小心烂腿

静脉曲张早期往往不被重视 ,

患处青筋凸起 ,蚯蚓团状 ,继而出现
酸、胀、麻、凉等症状,中期出现下肢
养分供应不足 ,导致皮肤紫黑、变
色、粗糙、瘙痒等 ,后期出现足部坏
疽、溃疡、烂腿甚至截肢。手术注射
和常规口服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肤立修凝胶”是根据怀药经典
验方“地黄膏”结合现代医学科技精
制而成 ,独含的血栓溶解酶能强力
化解血栓 ,修复受损静脉瓣膜 ,迅速
恢复血液回流 ,静脉曲张、脉管炎、
老烂腿均可放心使用。独特的外用
涂抹方法 ,无需手术 ,简单方便,一般
一个疗程 ,中重度2-3疗程即可；不
手术 ,不吃药,无痛苦及不良反应,尤
其对久治不愈的溃疡作用更佳。全
省统一服务热线400-0167-158经销:

东图大药房(东图大厦北70米路东)

省内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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