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手机致癌的说法，一直都处于“狼来了”的尴尬局面中。
现在，一项新的研究确切证实，手机和平板电脑发出的辐射，可
能导致诸多健康风险，包括癌症、帕金森症、老年痴呆症、头痛及
皮肤过敏等。研究数据来自使用手机十年以上的成年人，因为成
人对外界的危险因素更敏感。结果发现，每天使用手机20分钟，
连续5年就能将罹患脑瘤的风险增加3倍；每天用1小时，4年就能
提高其他肿瘤风险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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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长期使用增患脑癌风险

老胃病隐痛不止

快用这个食疗方

名医小偏方，盛夏食疗一绝

皮皮肤肤瘙瘙痒痒有有绝绝招招
断痒拔毒 一抹祛痒

俗话说：疼不死人痒死
人。奇痒难耐，抓破皮、挠出
血、用针扎、打针、吃药、抹激
素，方法用尽，瘙痒难止。痒
得揪心刺骨、彻夜难眠！

老中医陈耀祖祖传秘方
断痒拔毒膏，专治皮肤瘙痒。
无论是春夏过敏痒、脚气钻
心痒、皮炎灼热痒、湿疹糜烂
痒、风疙瘩蹿着痒、疱疹刺痛
痒、糖尿病全身痒，还是脱皮
干痒、阴囊湿痒、肛周瘙痒、

内外阴痒……只要抹上此
膏，快速止痒，百试百灵，被
人称为“断痒绝世方”。

据陈耀祖老中医介绍，
此膏绝在循经拔毒、止痒更
治痒，膏中成分就像靶向追
踪器，循经络把潜藏于体内
的风、寒、暑、湿、燥、虫、火等
邪毒一网打尽。不仅一抹断
痒，还会从皮肤里冒出丝丝
凉气(祛风邪)，或是渗出一层
珠状液体(祛湿邪)，或皮肤微

微发红(祛燥火邪)，或出现些
异味黏稠物(杀菌虫)，就像拔
罐子一样，体内毒素被连根
拔出。就连多年的皮炎、湿疹、
皮癣、皮肤过敏、荨麻疹、疥疮
等皮肤病也因此好转。干痒脱
皮、皮癣脱皮、疱疹溃烂破皮，
还有常用激素导致色素沉着
及粗糙肥厚的皮肤恢复光鲜
亮泽，皮肤瘙痒不易复发。

几十年来，使用过断痒
拔毒膏的皮肤瘙痒者无不叫

绝称奇：这药膏抹上就不痒，
止痒真是有劲儿！脚气糜烂、一
片片的湿疹、皮炎、晒出的小疙
瘩都好了！眼瞅着拔出毒来，多
年的奇痒再没犯过，神啦！凉飕
飕地立马不痒了，抹上还不
到一天，眼瞅着水疱变蔫了，
脓水也没有了……

据老患者反映：更让人
称绝的是15秒后药膏能全部
吸收，像没抹一样，一片片的
湿疹、皮炎、红斑都好转了！
眼看着拔出毒来，有效祛瘙
痒！因断痒拔毒膏是纯中药
制剂，配方奇特，无任何毒副
作用，患者可放心使用！
祛痒热线：400-8058-120

地址：潍坊市惠康大药店(健
康街富坤大酒店东临，人民
公园南门对面)

盛夏胃病高发，置之不理易恶
变。巧治老胃病，王大夫食疗方与众
不同！我是王立财，祖居吉林通化，
本人行医30余年，专攻胃病，腰突、
颈椎病顽疾(颈腰椎病我另有外敷
专利，只需睡觉时外敷12小时 )。本
人使用鸡内金等药食同源药物，
首创“直敷胃壁法”，凡胃病不管
轻重，无需住院，只要服用我的食
疗方一包，均会有奇迹发生。凡已
住过院效果不好、服用其它药物
无效者，服用我食疗方【鸡内金颗
粒】当天超乎想象，服40天左右，饮
酒、食辛辣之物不受影响，10到20年
患者也不过3—5个月。现该方已获
国家专利2008103020798，本人也被
列入《世界人物辞海》并被誉为民间
中医奇人。

王大夫承诺：本人以行医30年
信誉担保，不欺骗患者，该方已上市
7周年，现寻50名半信半疑者，只需
花190元可零风险体验(38元每盒，5

盒送6包，6包不满意全额退)，速拨
0531-86666626抢购。另该方为食疗
方并非药品保健品，绝不含激素和
西药。敬请康复者代我宣传，谢谢！

国药专治 睾丸病 阴囊潮湿
睾丸炎、附睾炎、肾炎、

精索静脉曲张、睾丸结核、鞘
膜积液、阴囊潮湿是男性的
多发病，其临床表现为：阴囊
潮湿、睾丸胀痛、松弛下坠、
硬结、萎缩、囊肿、精液异常、
腰酸腿疼乏力、伴有前列腺
炎和功能障碍等。久治不愈

将丧失男性功能，导致不育
和肾病，一旦癌变将危及生
命。

纯正藏药【十六味马蔺
子丸】是国家药监局批准、专
治睾丸疾病的特效新药，其
精选的高寒地带纯正藏药
材，临床治愈率高，填补睾丸

疾病一直无国药可治的空
白，一次解决男人烦恼。成分
中独含的“净毒舒睾素”和

“散结因子”直接作用于睾丸
深层病灶部位，彻底杀灭睾
丸内病菌病毒，清热消肿、软
坚散结、疏通精索，消除胀
痛、湿冷、硬结，恢复新陈代

谢，治养结合，加强睾丸营
养，全面消除疾病症状和隐
患，治愈各种睾丸病症，彻底
恢复男性功能。

多年临床证明，治疗各
种睾丸疾病及男性功能，服
用后快速缓解各种症状。各
类患者只需按疗程服用即可
达到临床治愈，安全不复发。

专家咨询电话：400-060-
1655 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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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治疗应首选生物制剂“联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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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的广泛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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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3 1 -
88549099 400-606-1966

网址：www.zlzl99 .com

膝关节病，绝处逢生
膝关节病治不好？喝汤

换骨有妙招！西藏有一种专
治关节病的妙方，将一碗牦
牛骨髓汤浓缩成一粒牦牛骨
髓粉胶囊，奇效胜虎骨，已让
近八万名患者摆脱了膝关节

病的困扰。如果您僵麻胀痛、
关节变形、走路费劲，蹲厕
所 都 疼 痛 难 忍 ，关 节 腔 积
液、关节骨刺、关节疼痛、关
节发僵、关节屈伸不利、关
节老化、半月板损伤、滑膜炎

等膝关节病，不妨试试，当天
止疼，可自由活动 ,不在受限
身体灵活，可握紧拳头 ,盘
腿 ,只需一个月，上下楼小
跑 ,健步如飞旧骨换新骨，
病骨换铁骨，给你一个自由
灵活能承重的新关节。此法
是藏民在“九转回魂汤”的
基础加以冬虫夏草等名贵
野生动植物药材制成 ,药效

提高数十倍 ,藏民几代人使
用此法治疗风湿关节病，而
且疗效奇特只需 3副，药到
病除 ,价格便宜 ,安全无副作
用。很多患者反馈说，这么
好的疗效为他们解除这非
人的折磨应该获得医学奖 ,

十几年都没再犯过 ,太绝了！
“牦牛骨髓粉胶囊”创造了奇
迹!电话400-066-1561。

胰岛再生——— 找到糖尿病的根源！

巧吃苦瓜 拯救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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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0 -
0507-811免费领取。

长期脑鸣 影响寿命

脑鸣是脑细胞缺氧、脑
髓空虚后形成的一种类似蝉
鸣、虫蛀、电流一样的响声,中
医称之为“髓虚空鸣”,令人非
常烦躁;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失

眠多梦、头晕、心烦气短、记
忆力下降等,更有甚者睁不开
眼睛 ,吃不下饭 ,让人痛苦不
堪。专家提醒 :长期脑鸣,会诱
发高血压、脑垂体引发的性

功能障碍,脑动脉硬化以及脑
萎缩等疾病。因此脑鸣一定
要抓紧治疗,千万拖不得。

脑鸣康胶囊是国内首个
专用于脑鸣的创新型产品，
它是众多科研人员经过十多
年的努力，最终成功从高海
拔植物红景天里提出脑髓生
长肽和神经修复酶；同时配

伍刺五加、白芍等名贵中药
材，增加脑髓细胞 ,增强脑活
力，改善脑细胞缺氧状况 ,提
高脑神经传导速度，从而远
离脑鸣；一般 1 - 2个疗程即
可，告别脑鸣 ,一身轻松 !具体
可拨打400-633-7638详细咨
询 ,大观园庆育堂有售，免费
送货，货到付款。

鼻炎绝方

我叫徐家栋，家有祖传鼻炎
绝方，治鼻炎，一贴就灵，在当地
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方得
名 (徐大夫通爽鼻炎贴 )不管是患
有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或是
鼻窦炎都好使，我的方子，虽然效
果惊人得好，但是熬制过程极为
繁琐，采药要讲究时节，摘药要讲
究根茎叶果的比例，要晾晒、压榨
取汁，捣碎，要经过七七四十九道
工序，慢火细熬八个时辰而且必
须穴位给药，不管是鼻塞、鼻痒、
流涕、打喷嚏还是鼻黏膜充血、鼻
子红肿、头晕头痛、呼吸不畅，请
打电话400-016-3015

本报济南8月10日讯（记者 李
钢） 近日，2015年山东国际微笑行
动在省千佛山医院正式启动。来自
国内外多所医院的整形外科口腔专
家免费为我省患儿进行唇腭裂修复
手术。6个月到18岁，经筛查符合条
件的百余名患儿获得了免费手术。

“怀孕7个月，产前筛查的时候
就查出来，孩子有唇裂，当时说比较
轻，就把孩子留下来了。”为了能得
到免费手术的机会，30岁的江先生
当天早上4点多，就从淄博沂源老家
坐车赶到了省千佛山医院。

“我们这个孩子15岁了，之前做
过一次手术，但还需要再做。”来自
菏泽的张先生也是一大早带孩子赶
到了省千佛山医院。他告诉记者，孩
子患的是腭裂，“孩子大了，很影响
孩子的心理，有的孩子会开玩笑，弄
得孩子都不愿出门。”

当天上午，由中华少年儿童慈
善救助基金会和山东省青年联合会
主办、省千佛山医院承办的“2015年
山东国际微笑行动”正式启动。

同天，来自全省各地的220余位
唇腭裂患者进行了体检筛查，并为
100余名符合条件的患儿进行免费
唇腭裂修复手术。

百余名唇腭裂患儿

获免费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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