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小时化开浑身血栓
现在很多脑血栓病人每年春秋天都要打

针预防，平时就吃阿司匹林抗血凝，万一犯病
就用尿激酶抢救。而在日本，医院都采用另一
种更有效的疗法——— 给病人血液中摄入纳豆
激酶，2小时就能化开全身血栓，疏通血管，不
仅起到治疗作用，还能预防心梗、脑梗。

溶栓能力比传统制剂溶栓高出19倍
纳豆激酶其实就像尿激酶是在尿液

中提取的一样，纳豆激酶就是从日本传
统食物纳豆中提取出的溶栓酶。但与尿
激酶不同，纳豆激酶速度快，溶栓效果比
传统制剂溶栓高出 1 9倍，且效力持续时
间久，不会引起出血副作用，是目前国际
上公认的最天然溶栓剂。

不用打针，没副作用 在家就能治大病
科技发展到今天，摄入纳豆激酶已经

不需要去医院打针，人们可以在家中吃几
粒纳豆激酶浓缩颗粒，进行溶栓治疗。现
在最好的品牌是武汉世纪远荣生产的厚
德纳豆，它的原料是日本产的，激酶含量
高达980000 fu/100g，尤其是添加虫草、益
生菌等有效成分后，激酶活性大大提高，
更能促进血栓溶解的血液垃圾及时排出
体外，改善血管壁的弹性，让血管更快畅
通，深受我国心脑血管病患者欢迎。

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
对所有心脑血管病都有效
厚德纳豆最大的特点就是溶血栓。溶栓

对心脑血管病人来说，好处极大：比如高血

压病人吃，能使血压下降，头清目明；心脏病
人吃，能消除心绞痛，心不慌、胸不闷；动脉
硬化的病人吃，能消除粥样斑块，手麻、头
晕症状解除；脑血栓病人吃，逐渐头脑清
醒，恢复肢体功能。最重要的是，心脑病人
每天晚上7点吃厚德纳豆，药效能持续到第
二天凌晨，防治突发心梗、脑梗，对于血管
严重堵塞的病人来说，无异于保命。

很多市民证实：
第二天手脚有劲，不头晕眼花
据悉，烟台市已经有大批消息灵通的

市民，吃上了厚德纳豆。据吃过的人讲：“头
天吃完，第二天就感觉头清目明，手脚有
劲”。另有人证实：“吃了厚德纳豆，排便量
明显增加，医生说这是血栓溶解后的血液
垃圾排出了，是个好现象。”

目前经多家医院的临床报告显示：厚
德纳豆对脑血栓、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
糖尿病、动脉硬化、中风偏瘫等心脑病有显
著效果，对头晕、心慌、胸闷、手麻、睡眠差
等症状都可在短期得到改善。

喜讯：特价体现仅限3天,每日前20打进电话者另可享
受买10送5，买5送2，买3送1的优惠活动(赠品同原品)。
咨询电话：

0535-
芝罘区：本草大药房毓璜顶店(毓璜顶医院站
点大展广场西侧对面)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睡前常泡脚，健康又长寿，【药王巴马汤】，厂价惠民，低至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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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个省钱又省事的养生方法获得长寿，

是大多数老年人的想法，毕竟很多老年人收

入并不高，身体不好，还要长期吃药和维持日

常生活，又不想拖累儿女，经济难免不宽裕。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简单的养生方法同

样有好的效果，就像泡脚，脚被称为人体的

“第二心脏”，人的足底有136个穴位，对应人

体五脏六腑的各个器官，长期泡脚，能促进血

液循环，让全身器官得到滋养和保护。

广西瑶族的【药王巴马汤】是近几年特别畅

销的一种泡脚方，他是由广西长寿乡瑶医发现的

泡脚调理养生的好方，含有一身保暖、牛大力、铜

凉伞、红花倒水帘、夜交藤、苦参、蛇床子、威灵

仙、赤芍、薰衣草、天门冬、防风、土槿皮、金银花、

百部草、连翘、地肤子、春黄菊、白鲜皮、合欢皮、

天竺葵、青竹盐等当地稀缺药材炮制而成，现厂

家直销，低至每天1元，配方升级，效果更胜从前。
用料好：精选地道药材，隔着包装就可以

闻到浓浓的药味，放入水中汤色正，药香扑鼻；
药劲足：每次只需一小包，泡完感觉脚麻

麻的，暖暖的，浑身轻松，睡眠改善，舒服！
更省钱：老少皆宜，每天一次，促销价低至

每天1元，一年只需360元，效果好，更安全。
忙碌了一天，临睡前用【药王巴马汤】泡泡

脚，对全身都有好处，失眠、手脚冰凉、免疫力
差，各种慢性病症都会得到改善，每天泡脚，睡
眠好，胃口好，身体不易疲劳，整个人年轻了，长
期使用不仅能帮助调节慢性病，还能延年益寿。

每日前三十名打进电话者特惠，买100盒送

20盒，买60送10盒(赠品同原品)，本次活动限期三

天，每个家庭仅限二个名额，机会难得，想购买的

朋友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活动热线：0535-

6686669

6664446

汇聚爱的力量，公益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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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孟昱彤) 女儿即
将大学毕业，这对作为家中顶梁
柱的物理老师姜同文来说，一部
分重担终于得以卸下，但突如其
来的白血病却给他来了个措手
不及。如今，三个月的化疗已花
了近10万元，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实在无力承担更多。烟台三中分
校的全体师生得知此事后，纷纷
出手相助，两天时间为他筹集近
3万元善款。

“现在想来，老姜的病都是
有征兆的。”姜同文的妻子说，
今年1月初的时候，姜同文总喊
头晕、浑身无力，上二楼都觉得
费劲，但一直都没当回事，直到
月底时，他持续发烧，小腿上出
现一些红色小点，精神头也一
天不如一天。到毓璜顶医院做
检查，被诊断为急性非淋巴细
胞白血病M2B型，需要进行骨
髓移植。

据介绍，今年49岁的姜同文

是烟台三中的物理教师，老家莱
阳，从事教师工作已26年，学校
的 同 事 和 学 生 都 对 他 评 价 很
高。妻子常年在家没有工作，女
儿正读大学，即将毕业。这些
年，姜同文每月 4 0 0 0元左右的
工资便是一家人所有的开销来
源。女儿马上要毕业了，生活负
担终于可以少一点了，谁也没有
想到，家里的顶梁柱会突然患上
白血病。目前，姜同文老师已经
进行了三个疗程的化疗，治疗费

用近10万元。
“刚做化疗的时候，他一点

东西都吃不进去，一个月瘦了
近2 0斤，看着我都揪心。”姜同
文的妻子说，第一个化疗阶段
虽然只有 1 9天，但就像是漫长
的 1 9年，她昼夜在病房里陪伴
着丈夫，晚上就盖着毛毯睡在
沙发上。

“身体的劳累都不算什么，
关键是心理上承受不了。”姜同
文的妻子哽咽着说，刚知道丈夫

得病时，她整夜翻来覆去睡不
着，一想到还没有解决的高额治
疗费，她更加着急上火，嘴上都
起了泡。

目前，姜同文正在北京准备
做进一步检查。得知姜同文得病
一事，学校的全体师生纷纷伸出
援手，在短短两天内筹集了近3

万元善款。
如果你也愿意帮助这个和

病魔做斗争的老师，可与本报
记者联系：15264520357。

2266载载教教书书匠匠，，一一朝朝得得病病众众人人帮帮
烟台三中分校全校师生两天时间帮筹善款近3万元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大鹏 实
习生 张宁 ) 近日，一条求助信息在很
多烟台市民的微博及朋友圈内流传，鲁
东大学幼儿园 5岁的高钰康小朋友被诊
断为急性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高额的
治疗费让收入不高的家庭不堪重负 (详见
本报5月14日C09版《5岁男童患上急性血
液病》)。得知高钰康小朋友治疗需要高额
的医疗费用，幼儿园老师和同学纷纷伸
出援助之手。本周六，他们将在南山公
园、塔山公园、鲁东大学、凤凰山庄等四
地举行义卖报纸的公益活动，为他筹集医
疗费。

据了解，这次募捐活动是由高钰康的
同学及其家长自发组织的，以义卖报纸的

形式开展。“这次活动不仅是为小康康筹集
善款，也能让参与活动的小朋友从小学会
感恩，培养他们的爱心。”鲁东大学幼儿园
的李老师介绍，这次募捐活动将在周六上
午8点左右举行，共有20多名孩子参与，平
均年龄在6岁左右。

据悉，截至目前，小康康的治疗费已花
了近7万元。费用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能花掉
1万多。小康康的爸爸在鲁东大学工作，本
就没多少积蓄的家庭早已不堪重负。

如果您也想帮帮这个5岁的孩子，可直
接 联 系 小 康 康 的 爸 爸 高 淑 鹏 ，电 话 ：
13964529688。也可直接捐款至账户：6227
0021 9030 3513 592(烟台建设银行)，户名：
高淑鹏。

幼幼儿儿园园师师生生义义卖卖报报纸纸
帮帮小小康康康康筹筹医医药药费费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 日前，烟台

360°爱心车队和领动文化训练营
的老师走进毓璜顶医院为白血病
孩子上课。

由于白血病孩子们要经常住院
治疗，他们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学校
生活，也因此对学习有着比同龄人

更多的渴望。为此，领动文化的老师
给还有两个周就满13周岁的刘赛赛
(化名 )教起了英语手势。赛赛很聪
明，只学了两遍就把老师教的英语
手势全学会了。当她迫不及待对着
妈妈做“I love you”的手势时，妈妈
感动极了，孩子憔悴的脸上也露出
了难得的笑容。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 妻子温柔贤

惠，女儿乖巧可爱，家住牟平区的李
亮本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但今
年1月26日的一份诊断书打破了原
有的美好，2岁的女儿李雪菡被诊断
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高额治疗
费愁坏一家人 (详见本报 4月 1 6日
C07版《女儿才2岁，不幸患上急性白
血病》)。此事一经报道，热心市民纷
纷伸援手，目前来自社会的善款已
达8万元。

“有时候刚刚吃进去的饭，她会

吐出来，看着她消瘦的小脸，我很心
疼。”李亮说，目前雪菡正在进行第三
次化疗，精神头比之前好了一些，但
在化疗中仍会有呕吐和发烧现象。在
孩子精神好的时候，他和妻子会拿着
洋娃娃逗雪菡玩。

李亮告诉记者，目前收到的善款
总额有8万元，其中捐助最多的是好
心人许女士，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捐
了2万元。从最初收到的4000元到现
在的8万元善款，原本绝望的李亮现
在很是欣慰，他希望借助本报，对帮
助过他们的好心人说声感谢。

还记得我们2年前报道的这对龙凤胎
吗？2013年5月，看着可爱的龙凤胎，栖霞的
刘学林却怎么也乐不起来。妻子患有精神
疾病，大女儿正上幼儿园，家里穷困潦倒，
面对新生命，他不知该如何让他们生存下
去。14日，龙凤胎迎来两周岁生日，栖霞爱的
传递助学协会义工联系当地爱心企业和热
心人士为他们送了蛋糕、衣服和零食，陪两
个孩子高高兴兴地过了生日。

据悉，两年来，栖霞爱的传递助学协
会的义工一直在帮着照顾这对龙凤胎。
义工张晓梅曾多次送去奶粉和饼干，温
莎的周凌燕也多次送去奶粉，“红袖添
香”则给两个孩子送去了1000元善款。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摄影报道

志志愿愿者者走走进进医医院院
为为白白血血病病孩孩子子上上课课

救救助助爱爱心心不不停停
目目前前善善款款已已达达88万万元元

《女儿才2岁，不幸患上急性白血病》追踪

追踪报道

龙龙凤凤胎胎

两两岁岁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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