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医理论来谈，拔罐产生的真空负压有一种吸拔之力，可将
毛孔吸开并使皮肤充血，使经络气血得以疏通，使脏腑功能得以调
整。拔罐最适合患这些病的人群：感冒、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
喘、膈肌痉挛、神经性呕吐、慢性胃炎、神经衰弱、性神经衰弱、偏头
痛、面神经麻痹、三叉神经痛、阳痿、颈椎病、肩周炎、急性腰损伤坐
骨神经痛、落枕、网球肘、妇科疾病、更年期综合征、急性扁桃体炎、
牙痛、神经性皮炎、儿童消化不良、小儿腹泻、遗尿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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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罐也有适应症

结肠炎：

教你一秘方

““齐齐鲁鲁圆圆梦梦孕孕育育工工程程””报报名名持持续续火火爆爆
免费救治100名不孕不育患者

肚子着凉就拉，腹痛腹泻大便
不成形，黏液便，带血是结肠炎的典
型症状，普通药物停药就犯不管用，
久治不愈还有结肠穿孔甚至癌变危
险。这里介绍一个彝族人民用了上
千年的秘方：草血竭450g，砂锅炒
熟；岩陀3 5 0 g，切片晒干；老鹳草
350g，洗净晒干；苍术250g晒干炒
熟，一起磨成粉熬汤喝下，3—5天后
凉菜水果尽管吃，冷水啤酒随便喝，
即使凉着肚子也不内急！因该秘方
效果好，千百年来被尊称为“饿求
齐”(肠不生病的意思)。如今云南龙
发制药据此秘方，运用现代科技，将
方中彝族草药高倍浓缩提纯，成功
研创出结肠炎特效药【饿求齐胶囊】
(国药准字Z20025685)，该药通过“健
脾燥湿，收敛止泻，修复糜烂溃疡，
纠正菌群失调”四步彻底根除结肠
炎。轻者1盒，重症2—5盒痊愈不复
发。据悉【饿求齐胶囊】已在济南经
二路172号真正药店(经二纬三)及省
内指定药店畅销多年，详询0531—
69987855。(买二送2，全省免费送货，
药到付款)

本报济南8月10日讯(记
者 陈晓丽) 由本报联合中
华生殖医学研究中心、济南
嘉乐生殖医院共同主办的
2015年“齐鲁圆梦孕育工程”
大型公益救助活动，自6月27

日启动以来，受到了全省不
孕不育患者的广泛关注，短
短两周时间已有上百个家庭
报名参与活动。据介绍，今年
的圆梦工程将为超过100个
贫困不孕不育家庭提供全额
免费治疗，帮助他们圆生儿
育女之梦。目前，活动热线
0531-89730558和官方网站均
在开放报名中。

据介绍，“齐鲁圆梦孕育
工程”是由本报联合中华生
殖医学研究中心、济南嘉乐
生殖医院等单位共同发起的

大型不孕不育公益救助活
动。自2014年3月活动启动以
来，已经为超过700多个家庭提
供了免费病因筛查，100多个贫
困、残疾家庭提供全额免费治
疗或诊疗补贴，截至目前，活
动投入资金超过200万元，收
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近年来，我省不孕不育
呈现高发态势。调查显示，平
均每八对夫妇就有一对存在
生育障碍，不孕不育不仅严
重影响家庭幸福，更催生出
一系列社会问题。据圆梦工
程定点医院——— 济南嘉乐生
殖医院专家介绍，不孕症具
有诊疗周期长、花费高的特
点，而且该诊疗项目不在医
保范围内，对于贫困家庭而
言，过重的经济负担导致其

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因此
甚至造成了终生遗憾。

为了帮助更多人拥有一
个圆满幸福的家庭，2015年
度“齐鲁圆梦孕育工程”将继
续对贫困不孕不育家庭提供
全额免费治疗，实际免费名
额将扩大至100个，免费病因
筛查扩大至1200个。此外，圆
梦工程还将大幅度简化患者
报名及资格审批流程，为活
动参与者提供更多便利。

主办方开通了两个报名
渠道：一是全省范围内不孕
不育患者可通过活动主办方
开 通 的 热 线 电 话 0 5 3 1 -
89730558报名，工程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将通过电子邮件直
接发送报名表格，患者下载
打印或网上提交报名表即

可。
二是登录齐鲁晚报官方

网站专题网页h t t p : / / s p e -
cial.qlwb.com.cn/140304-1/报
名，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
网页报名。

申请全额免费治疗的贫
困不孕不育家庭仅需携带相
关身份证明，无需再到当地
政府部门开具证明，资格审
核工作将全部由工程办公室
完成。

此外，2015年度活动将
开展“助孕下乡”主题宣教活
动，深入全省农村和基层社
区等开展公益巡诊和科普宣
教活动，预计发放图书5000

册以上，各类大型义诊、讲座
活动40余场，覆盖家庭超过
2500个。

男科微创技术推广大会在济南举行

近日，由名医协会、医师联
合会、济南九龙泌尿专科医院
等联合举办，全国30多家男科
权威医院共同参与的“2015两
岸三地男科微创新技术推广
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
任、九龙男科博士臧美孚教
授为大会致辞，并介绍了男
科微创技术新进展及本次活
动举办的目的；台湾第一性

治疗师童嵩珍女士针对本次
活动也做了专题演讲；济南
九龙泌尿专科医院博士男科
李和平主任对九龙博士男科
目前在男科微创方面的研究
进行了介绍，得到了与会专

家的一致赞誉。
会上，与会专家还特别

关注了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问
题。据悉，济南九龙泌尿专科
医院博士男科被主管单位列
为山东省青少年生殖健康教
育基地之际，联合男性金丝
带救助工程组委会、吴阶平
基金会成立了“男性健康关
爱基金”,用于救助男科重疾
贫困患者。

眼病特效药：一抹就看清 百岁不失明
3000人验证：晚上点，早上排，眼睛马上亮起来，前100人成本价体验

近日，一种治疗白内障
的特效药，只需睡前轻轻往
眼睛里一点，就能康复白内
障，恢复清晰视力，引起市民
的广泛关注。这种叫做退障
眼膏的国药，是由著名眼科
专家金世勋教授潜心九年研
制的专业治疗白内障的新方

法———“双蜕退障疗法”。
医学研究发现，白内障

主要是由于眼组织缺少“双
蛋白酶”，导致在代谢过程中
产生的变性蛋白无法及时分
解排出，附着在晶状体表面
所形成的，是发病的主要原
因。退障眼膏是从“冰蛇”蛇

蜕和“雪蝉”蝉蜕中提取的高
活性“双蛋白酶”和脂溶性小
分子药物，完全渗透进眼球
组织内，当天开始溶解变性
蛋白、自由基等眼毒素，眼见
为实，30天激活角膜细胞，促
进角膜更新，90天修复“血眼
屏障”，防止眼病复发，百岁

不失明。对白内障、玻璃体混
浊、老花眼、黄斑变性、飞蚊
症等眼病的有效率极高，无
复发。国家药监局将退障眼
膏批准为国药准字号新药
(批准文号：Z21020523)，并授
予甲类OTC。

特别消息：“中华光明工
程”大型公益救助活动已经来
到我省，【退障眼膏】是本次活
动的指定救助药物，广大眼病
患者可拨打0531-86990609、400-
6796177详细咨询。

静脉曲张 北京秘传一百年妙方
北京海淀区王老中医有

一秘传十代，保治好静脉曲张、
脉管炎、老烂腿、静脉炎等周围
血管病的绝活“拔毒通脉疗
法”。王老说：该绝活两个法宝，
首先外用拔栓毒，在患处一抹
就行，再配合口服通脉方，治好

的数万例患者反馈说，3-7天酸
痛、烧灼、肿胀、瘙痒等症状明
显减轻；15天凸起的血管逐渐
平复，溃烂处开始结痂愈合；30

天溃烂处长出粉红色新肉芽，
皮肤颜色从发黑发紫变成正
常肤色；60天呈蚯蚓状，烂树根

的腿完全恢复，不再怕冷，怕
凉，行动自如。

经国内外权威医学临床
证实，“拔毒通脉疗法”能强劲
修复瓣膜，溶解血栓，软化静
脉，恢复静脉血流通畅。王氏中
医家族用此方法治病百年，安

全彻底，防手术截肢，见效快，
花钱少。王老9岁随祖父学医，
现已退休，不求名利特将此方
献出，被国家批准为用于治疗
静脉曲张、脉管炎的专用药，正
式命为“脉管通”。现已在我省
上市，前50名打进电话享受半
价体验，指定药店有售，详情
拨打：0531-86972878、400-
6796177

老便秘 一抹就通
治老便秘，有一秘方，屡

试不爽！长春军医郭老医生
专家组集毕生心血研究发明
的强效奇方公开——— 将白
芷、牡丹皮、紫苏梗、沉香阴
干 ，利 用 美 国 生 物技术提

纯，加入冰片精制成膏，只
需在肚脐上抹一点，轻柔30

秒，即可轻松排出香蕉便，
小腹柔软舒服，胃胀、泛酸
现象消失，1 - 2个疗程即可
停药，有效消除因长期宿便

引起的女性色斑重，皮肤粗
糙，脂肪堆积，中老年三高、
头晕乏力等现象。因为是纯
中药药膏，不含激素和泻药
成分，老人、孩子可放心使
用。

该方原来只在医院内部
使用，目前国家已经批准专
项生产，该产品为《便秘软

膏》，已经通过吉林三甲医院
三年多的临床检验，国家药
监总局已正式批准为外用、
国药准字、甲类OTC治疗型
新药，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
国家发明专利，获20年的专
利保护。打进电话可享受成
本价优惠，详情请咨询:0531-
86569591、400-6968369

冷水洗脸洗出三叉神经痛
北京专家亲诊 不开刀一次见效

“就用凉水洗了把脸，那个
疼啊，像刀割一样。”济南槐荫
区的张女士反映，夏季天气炎
热，自己习惯了冷水洗脸，不久
前一次冷水洗脸，忽然疼痛难
忍，到医院一查说是三叉神经
痛，洗脸能洗出三叉神经痛吗？

济南远大脑科医院王志强
博士说，临床上，洗脸洗出三叉
神经痛的病例很常见。因为三叉
神经痛的发作看似无缘无故，实
则多是触动了扳机点。扳机点分
布在三叉神经受累支区域内，如
上下唇、鼻翼、鼻唇沟、牙龈、口

角、面颊等处，咀嚼、刷牙、洗脸、
说话、打哈欠、打喷嚏等都有可
能触到，引起疼痛突然发作，张
女士就是这种情况。王博士同时
指出，三叉神经痛并非不可治
愈，关键是要到专科医院，选择
正确治疗方法。

据了解，北京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宣武医院疼痛中心已
在济南远大脑科医院设立了
分中心，两院实现了技术同步，

专家共享。中心以宣武医院疼
痛科主任、博士后导师倪家骧
教授、济南远大脑科医院王志
强博士为代表的专家团队，技
术精湛，临床经验丰富，“神经
导航无创介入技术”整个治疗
过程只需30～60分钟，不伤正
常神经和组织，效果好复发率
低。如果您正饱受三叉神经痛
困扰，可拨打0531-86859999预约
专家亲诊。

足跟痛 一贴就好

足部经络交汇，有“人体第二心
脏”之称。足跟痛是由于跟骨刺、关
节滑囊炎、筋膜炎等病变引起的，在
晨起和久坐起身时最严重，很多患
者错当风湿骨病来治，结果是久治
不愈，痛苦不堪。

国家专利“足跟宁贴”以独家秘
方中药提炼成膏，外敷足跟痛点，舒
筋开穴，持久给药，通经络活气血，
72小时强效镇痛，除湿排毒。从源头
上消除各种足跟疼痛，效果神奇。一
般使用一疗程(5盒)后，酸麻压痛感
消失，走远路也不会痛；重者使用2-
3疗程，足部筋膜完全修复，骨刺软
化吸收，关节滑囊炎症消除，能跑能
跳，健康如常人。

咨询：0531-66960943 400-616-
7200(优惠：买5送1)

经销：大观园北门往西恒昌大厦
百馨堂；二环东路四世堂；章丘永兴
堂；济阳永康；商河百姓；长清为民；济
宁太东；德州医药大楼三易；泰安神
农；新泰润康；聊城济民堂；莱芜太济
堂；菏泽曹州；枣庄康维；潍坊颐卜生
一店；淄博三康；临淄百瑞；淄川恒源；
滨州康乐；临沂忠信堂；烟台永康堂；
威海益寿堂；青岛威海路本善

特寻找200名股骨头

坏死患者

冯成林：北京、南宁成林骨科医
院院长，被打假“打”出名的骨病名
医。冯院长告诉大家：股骨头坏死、
腰突……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
重，哪怕坐轮椅，只要还能动，就能
治！

现在，由冯院长亲自撰写的《成
林骨科技术》正式出版，该书首次公
开成林骨科祖传十三代治疗股骨头
坏死等骨病的秘密，深入浅出地帮
助您分析：卧床不起的，如何站起
来；原来一瘸一拐或靠拐才能走的，
如何健步如飞；让股骨头等骨病患
者最终免受“刀割电锯”之苦。现在
骨病患者打进热线即可免费领取，
仅200本，赠完为止。免费申领热线：
0531—819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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