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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查“焦树德”三个字，十
几万条的网页证实：焦树德的第
三批科研成果—焦氏系列药一
次性通过国家药监局的审评，强
脊炎、骨坏死、类风湿患者终于
有了摆脱关节变形和修复受损
骨质的专用药。

病程在 5 年以内或骶髂关
节炎 III 级以下的强脊炎患者，
可以痊愈(以 X 光片为准)，必须
及早治疗。即便超过此限者，仍
可恢复脊柱的活动功能。灵活搭
配焦氏系列药，大多患者类风湿
因子三个月转阴，轻症患者不再

发作，不能活动者可以进行简单
行走，生活自理，关节畸形恢复
正常。焦树德系列药最大的贡献
就是实现了口服药对股骨头坏
死、强脊炎、髋关节受损、手腕关
节变形的修复，节省了过高的手
术费和避免手术后的并发症。焦

老认为，强脊炎、骨坏死、类风湿
无需长期服药，服用焦树德系列
药半年后即可停药或减量辅助
食疗康复。焦树德的许多专著在
各大书店有售，您还可以来电免
费订阅《焦树德尪痹康复》期刊。
名医专药，强脊炎、骨坏死、类风

湿相信焦树德，专病配专药。
各地市指定经销：济宁仁

安(世纪联华东 100 米路南) ；
潍坊华芝堂爱心东风店；泰安
永春堂永宁药店；临沂华康；聊
城宝芝林；滨州康乐、邹平梁
州；东营欣隆；日照润生堂；烟

台华医堂；菏泽中和；枣庄康
维；德州三易大药房(东风路医
药大楼楼下) 全省专家咨询
0531-86972217

★会诊中心：济南泉城大药
店解放桥店(解放桥十字路口东
北角)全省免费送货上门

强脊炎、骨坏死、类风湿认准“焦树德”

心衰是高血压、冠 心病、风
心病、肺心病等心脏病发展的
终末阶段，临床表现为心慌气
短、胸闷胸痛、咳喘憋气、头晕
目眩、心跳过速、过缓等症状。
不及时根治，有 50% 的患者会
在一年内死亡。过去心衰的治
疗常以地高辛、硝酸甘油等西
药为主，但毒副作用大，且只能
缓解症状，达不到根治目的。

现在好了，我国唯一一个
抗心衰国药准字号纯中药于
2005 年诞生了，该药的问世打
破了过去心衰病友只能靠支架
搭桥或地高辛维持，不能根治
的历史。【补益强心】通过“溶栓
通脉，激活传导，养心护心，稳
定心律”直指心衰病根，被誉为
“心衰康复第一药”。畅销五年
已治愈上百万心衰患者，尚未
见无效病例报告，服药病友普
遍反映：没想到才1 个月，心不
堵了，气也顺了，连用2 — 3 疗
程几十年的老毛病全好了，爬
楼慢跑都没问题，连多年的高
血压冠心病都好了，可舒服了。
●地址：济南经二纬三医药大
楼，淄博恒川，潍坊华芝堂，济
宁仁安，泰安神农，新泰润康，
德州 2822688，聊城颐生堂，菏
泽曹州，临沂华康，日照润生堂
六店，东营黄河口，烟台中西，
威海益春堂。●康复中心：济南
经 二 纬 三 医 药 大 楼 二 楼
053186272430

心力衰竭
有救了
拨打【补益强心】
免费热线 4006883357
享受 10 送 2 优惠

由中、日、美联合研制的
千里耳激活液，采用超细微
液态分子技术生产，让传统
中草药提效 12 倍，在日、美
上市广受好评，是新一代耳
聋耳鸣国际新品。千里耳通
过介入导融技术直接进入受
损细胞内部，激活麻痹状体
听神经细胞发挥正常功能。
千里耳使用方便药效神速，
轻症患者当天就可以看到效
果， 1 个周期就可恢复听
力，重症患者 2-3 个周期
听力可以完全恢复正常。千
里耳适用于久治不愈的神经
性、突发性、老年性、中毒
性耳聋、耳鸣；中耳炎、美尼尔
氏综合症、脑鸣、耳内沉闷
堵塞感。凡打咨询电话订购
两盒者送千里耳聪耳枕（省
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咨询电话： 400-
6186198 0531-66825200
经销地址：济南：宏济堂药
品超市（大观园） 淄博：
3165432 潍坊：惠康大药店
济宁：太东大药店 聊城：
颐生堂药店 菏泽：牡丹连
锁中心药店 德州：颐寿五
店 泰安：永宁药店 枣庄：
瑞福祥大药房 东营：欣隆
药店 烟台：6541468 滨
州康乐药店
www . qianlier . com

耳聋 耳鸣

一滴见效
上市四周年康复七万人

三叉神经痛
三叉神经痛“天下第一

痛”，患者额眉、眼眶、鼻翼、嘴
舌及牙龈等处似闪电、刀割、烧
灼样剧痛，非常痛苦。传统卡马
西平等西药杀伤白细胞伤肝
肾，手术封闭损伤神经导致面
瘫、智力障碍及脑血管意
外……[颅痛宁颗粒]：我国唯一
一个专治三叉神经痛的专利国
药，由“治疗三叉神经痛全国第
一人”卢芳教授历经 20年研创
而成。临床六年已治愈数百万
患者，尚未见无效病例报告，被
誉为“专治三叉神经痛第一良
药”。一般 2-4疗程即可康复。

经销：济南医药大厦（甸柳庄），
参茸（共青团路 66 号），济宁古
槐药店，淄博张店恒川，枣庄公
园药房，临沂华康，烟台中西药
房（长途总站），聊城颐生堂，泰
安神农，新泰润康、肥城万年青、
东平葆春堂、宁阳大众，青岛
83020229、德州 2822688，菏泽曹
州，潍坊颐卜生，日照润生堂六
店，石臼润生堂，东营黄河口药
房，威海益春堂，滨州康乐，莱芜
万泽。 会诊中心：济南医药
大楼（经二纬三）。拨打专家热
线：0531-86058605 享受买
10 赠 2 特惠

治一个
好一个

复发性口腔溃疡，好发
于口腔的唇、颊、软腭或齿
龈等处的黏膜，溃疡表面黄
白，灼热疼痛，常伴口干口
臭、舌红，经年累月的发作
还可能癌变。
“复方珍珠口疮颗粒”是

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特效
国药(国药准字 Z20010031)，
纯中药制剂，全国独家生

产，临床证明，多数患者服
药 3-5 天即可见效，两至三
个疗程得到根本治愈，五年
内复发率不足百分之一，成
功地为全国各地数万例患者
解除了疾病的困扰。
专家热线：0531-67810117
经销：济南东图大药房 舜天
大药房 神农广场店 四世
堂 全省指定药店有售

复发性口腔溃疡特效药

疝气是由于人体腹压增
高和疝环松弛引起的，治疗
的关键是减小腹压和恢复疝
环口腹膜的弹性。手术易复
发，口服药物见效微弱。康
善贴采用超微浓缩纯化技术，
使药物以高活性态通过肚脐
通道作用于疝环口周围，使人
体腹压降低，“包块”消除，坠
胀感消失；在高强度生物磁场
的推动下，可迅速使腹壁组
织细胞亲和，增强疝环及疝

囊颈部软组织的韧性和弹
性，收缩疝口促使疝环口永
久性闭合，从而保证了愈后
不会复发。六年二十万例患
者验证康善贴采用的药磁双
效作用是“非手术治疗疝
气”的重大突破！详情登录
www . shanqi886 . com
健康热线 0531-89155388
全省各地区均有销售。
全 国 免 费 康 复 电 话 ：
4007667018

疝气不手术可根治
六年二十万例患者验证

从国家药监局获悉，由北
京中医药大学和贵州高原彝药
厂投入巨资联合研制的痛风专
用药——— 复方伸筋胶囊(国药
准字Z20027145)在我省全面上
市。业内人士透露：“复方伸筋

胶 囊 ”
是新一
代痛风
药 ，属
纯中药
制 剂 ，
其独特

之处在于既能温和持久地降低
尿酸，又可以通过对肝脾肾的
调理来重建原有尿酸代谢机
制，恢复人体原有的自主排酸
功能，停药后也无依赖，从根本
上达到痛风治愈。

另外该药在消除痛风结
石、修复受损关节和肾脏方面
也有独特功效，正如国家药监
局专家评审意见所说：该药的
特点是以中医标本兼治为出发
点，起效快、不反复，无毒副作
用。据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临床

统计：99 . 6%的患者服用第三
天，大脚趾、关节等病灶胀痛的
症状开始缓解，患者普遍反映
病灶有舒活感；部分患者还发
现尿液变黄变臭，这就是正常
的排酸现象；一般的痛风患者
服用3-5个疗程即可痊愈，肾功
能增强了，痛风不再发作了，又
可适量享用海鲜美酒了。
全省免费热线4006586761 0531
-82720348，济南舜天大药房
东图大药房 神农广场店 四世
堂 全省指定药店有售

痛风专用药上市

医学证实被迫拔牙的人
90%是牙龈萎缩及牙齿松动所
致，即使非拔不可也应千万慎
重，只要牙齿还在，请立即使用
新品美国牙康宝。当天使用见
效，一次使用，终生受益。

[美国牙康宝]直接进入受
损、萎缩的牙龈细胞，快速去除
牙渍、结石、口腔溃疡、消炎、杀
菌，从根本上快速止痛、迅速滋

养、激活受损的牙龈细胞，使牙
龈重新膨胀、红润。松动的牙齿
快速转向牢固。从此无需拔牙！

[美国牙康宝]对下列症状
有明显效果：牙痛、牙龈出血、牙
龈炎、牙周炎、牙龈萎缩；牙齿松
动、无法咀嚼食物；露出牙根(露
牙神经);对冷、热、酸刺激敏感；
蛀牙、烟渍；严重口腔异味和口
腔溃疡；牙结石、四环素牙。买二

赠一全省免费送货。康复热线：
0531-55507234地址：济南舜天
药房(大观园东门斜对面)参茸
(共青团路 66 号)章丘永兴堂
（中医院南）济阳开元
德州 2822688淄博 8377717
菏泽 5086706滨州 3278999
聊城 8997960潍坊 2800045
济宁 2959621临沂 8906673
枣庄 6585900泰安神农 8171922

让拔牙成为历史

格用药提示

据悉，易可康葆已成功帮
助数千名脑瘫儿能说会走，甚
至上学了。目前，“结对子”活动
已在山东启动：

脑瘫儿+专家：制定 721 康
复方案，联合使用神经生长因
子NGF 和神经节苷脂GM，配
合专业理疗和特殊教育。

脑瘫儿+康复师：脑部扫描
发现：专业理疗促进大脑活动
模式恢复正常，身体受大脑控
制，能说话走路、智力提高。

脑瘫儿+脑瘫儿：脑瘫妈妈
分享成功经验，像“接力赛”一
样传递信心。

免费专业康复理疗一次
(价值 38 元)，请 5 类脑瘫儿及

时报名：1 、不会说话、说话不
清，只能说单字；2、不会走路、
脚尖着地，剪刀步，协调能力
差；3、肌张力高，手不能灵活拿
物，腿不能打弯，灵活性差；4、
口眼歪斜，口水不断，意识模
糊；5、智力差，易哭闹。
报名电话：0531-86965398
0533-2288448 0535-7017160
0536-8855362 0537-2134689
0539-3691207 0530-6077233
0543-3689668 0546-8777750

脑瘫妈妈“跑接力”救孩子！
千个脑瘫儿“结对子”活动山东正式启动

对经常失眠的人，医生
可能开出“安眠药”改善失
眠。仔细看药品说明书，不难
发现这类药化学名后两个字
都是“唑仑”。它们都属于苯
二氮卓类药物，是镇静类常
用药。这类药物根据作用特
点分属两类：三唑仑、艾司唑
仑、依替唑仑、阿普唑仑等属
于抗焦虑药，而溴替唑仑、咪
哒唑仑等则属于镇静催眠抗

惊厥药。“唑仑”类药物可缩
短入睡时间，减少醒觉次数，
延长总睡眠时间，口服吸收
迅速，其中咪哒唑仑，在延长
总睡眠时间的同时对快波睡
眠无影响，醒后可以感觉精
力充沛。但要注意，这类药物
都属于处方药，一定要严格
遵循医嘱使用，随意改变剂
量、停药等都会给身体带来
伤害。

唑仑都是安眠药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 13 日发布的《耐药细菌知
识问答》中指出，公众要慎重
使用抗生素，对抗生素的使
用要坚持不随意买药、不自
行选药、不任意服药、不随便
停药的“四不”原则。

据介绍，抗生素是人类
对抗细菌感染的有效手段。
但抗生素的滥用加剧了细菌
耐药性的产生。细菌产生耐
药性使原本有效的抗生素的
治疗效果降低或丧失，增加
了对患者的治疗难度和医疗
成本。抗生素耐药问题的日
益加剧，使人类对付细菌的
有效武器越来越少。

因此，公众不要盲目乱
用抗生素，最好到医院确诊

后根据医嘱服用。类似感冒
等日常小病，不要动辄服用
抗菌药物。一旦使用抗生素
治疗，就要按时按量服药，以
维持药物在身体里的有效浓
度。

据介绍，今年 8 月 2 0
日，针对携带 NDM — 1 基
因的细菌问题，世界卫生组
织做出以下评估和建议：虽
然多重耐药细菌并不属于一
个新问题，并且今后也还会
继续出现，但携带 NDM —
1 基因的细菌的出现，表明
细菌耐药性已成为一个日益
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
题。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
加强细菌耐药性监测；严格

执行预防和控制措施，实施
医院感染控制措施，控制多
重耐药菌株的传播；同时，强
化医务工作者和公众合理使
用抗生素的相关政策，严格
执行有关停止无处方销售抗
生素的法规，减少耐药菌的
产生。

针对由各种病原体引起
的感染性疾病，问答建议，公
众可通过注意个人卫生，锻
炼身体，提高自身抵抗力等
方式进行预防。与此同时，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减少耐药
菌产生与感染；部分传染病
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医
疗机构应加强医院感染控
制，减少住院患者获得耐药
菌感染。 （新华社）

使用抗生素要坚持“四不”原则

某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
药后，血压控制得比较平稳。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医生
告诉该患者只需隔日服 1 片
降压药即可，但他擅自将用
量改为每天服用半片。几日
后，该患者感觉头晕耳鸣，到
医院检查后发现，血压又升
到了 160mmHg/100mmHg。

为此专家提示，服用降
压药每天半片和隔日 1 片，
看起来总量一样，其实药效
大不一样。每天 1 片，血药浓

度能正常发挥，从而控制血
压；每天半片，则达不到治疗
所需的有效药物浓度，故引
起血压回升。

服用降压药，应采用正
确的方法。降压药的最佳服
用时间是上午 7 时半和下午
2 时半，也就是在血压高峰
期前的半小时，这样才可有
效控制血压的升高。同时，服
用降压药只是对症治疗，服
药后血压恢复正常，但并不
等于高血压病已治愈。擅自

停药会导致血压再次升高，
而血压波动会造成严重的心
血管系统损害，诱发冠心病、
脑血管病等。此外，降压药的
服用剂量是经过大量的科学
实验得出，如需改变用药剂
量应严格遵守医嘱，不可擅
自改变用量或用药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睡觉时
血压一般可自然下降 20% 。
患者睡前服用某些降压药易
导致血压骤降，并出现脑血
流减少，从而诱发脑血栓。

服用降压药有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