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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健康·养生

足跟痛是由于足跟的骨
质、关节、滑囊、筋膜等处病变
引起的疾病。常见的跖筋膜炎，
侧位X片显示跟骨骨刺。足跟
痛一般只发生于单侧或双侧
足，并非全身性，不同于风湿骨
病的发病原因，很多患者错当
风湿骨病来治疗，结果是久治
不愈，痛苦不堪，轻者行走不
便，重者不能行走。

[根舒宁足跟痛康贴]采
用足病世家验方纯中药贴，
专药专治。通过行气化瘀，舒
筋散结，燥湿散寒，营养修复
关节软骨，从源头消除足跟痛
的各种病因，经大量临床验
证，对各种原因引起的足跟部
疼痛效果显著，使用当天疼痛
即可减轻，[根舒宁足跟痛康
贴]的诞生填补了足跟痛无
药可医的历史。拨打专家电
话：0531－８５０２８５６６可享受
买3送1。

地址：舜天大药店（大观
园东门对过）参茸药店（共青
团路66号）章丘：永兴堂、泰安
神农、济宁仁安、菏泽中和、临
沂华康、聊城宝芝林、德州三
易、枣庄康维、滨州康乐、淄博
恒川、东营黄河口药店、潍坊
华芝堂

足跟痛
有了专用药

格医药信息

膏方并非

人人适宜

“秋冬滋补，来春打
虎”，通过服膏方进补是不
少人的不二选择。相关专家
表示，膏方进补并非人人适
宜，且养生滋补也得辨证施
治、量身定做。

专家表示，适合服用膏
方的人群主要分三类：一是
纯粹为增强体质的人，这类
人群平时体质尚可，想通过
膏方来增强体质，防止疾病
发生，一般建议秋冬开始服
用膏方，也就是真正意义上
的进补；二是平时体质虚弱
的人和亚健康人群，这类
人平时经常感冒、疲乏、
头昏等，但到医院体检各
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也
就是西医认为“无病”的
人；三是真正患病的人，需
要长期服药治疗的慢性疾病
患者，或者术后急需恢复体
质的人。

专家表示，膏方并非人
人适宜，尤其是身体强壮
者、脾胃虚弱者、急性感染
病人以及腹泻病人，服用膏
方会适得其反。另外，不同
的人适宜不同的膏方，即使
同样类型的病人，服用的膏
方也会略有不同，这正是中
医所强调的辨证施治、一人
一方。

（新华社）

人们已经知道，肥胖在一
定程度上与遗传相关。不过，
一项新公布的大规模荟萃研
究显示，对于肥胖者而言，他
们的体型是所谓的“苹果型”
还是“梨子型”，也与遗传有
关。

来自荷兰和其他国家的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自然·遗
传学》上撰文说，他们发现了
13个与人体脂肪分布相关的
基因位点，它们能够影响人体
脂肪是分布在腰、腹等部位使
人体成为所谓的“苹果型”，还
是分布在臀部、大腿等部位使
人体成为所谓的“梨子型”。

基因位点指的是一个基
因或一个DNA片段在染色体
上的特点位置。

此前的研究显示，对于
“苹果型”肥胖者而言，其患上
Ⅱ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将增大。但对于“梨子型”
肥胖者而言，这类疾病风险的
增加并不显著。为研究脂肪在
人体的分布，研究人员引入了

一个腰臀比(WHR)的概念，
即腰围与臀围之比值。该指数
与人们熟知的 BM I指数不
同，BMI指数为体重和身高平
方之比，用来衡量人体是否超
重。

研究人员介绍说，已有研
究发现腰臀比值在家族成员
间较为近似，但在此项研究之
前，人们对于遗传因素在脂肪
分布中的作用知之甚少。而此
项研究发现的 1 3个基因位
点，则证实了人体脂肪的分布
确实与遗传相关，其中7个基
因位点还表现出明显的性别
差异。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了
18个与BMI指数相关的基因
位点。研究人员说，这些结论
都显示出肥胖与遗传的相关
性。不过，参与研究的荷兰伊
拉斯漠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卡
罗拉·希尔肯斯强调，尽管肥
胖与遗传有关，但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依然是导致肥胖的主
要因素。 （新华社）

55岁的周大妈患肾病15
年，6年前病情恶化：蛋白尿++
+、潜血++、血压160/110、全身水
肿、肌酐670umol/L，诊断为肾病
综合征。大剂量激素治疗后，腹
泻、腹痛、失眠、眼睛胀，随后病
情恶化：肌酐升到870umol/L、蛋
白尿++++，已肾衰。

2008年2月开始服用清
浊益肾胶囊，一个月后，走路
不再感觉轻飘飘；3个月后，

蛋白尿++、潜血+、血脂正常，
全身水肿消退，肌酐下降到
595umol/L；5个月后，除了一
个+的尿蛋白外，其余一切正
常；8个月后，周大妈15年的
蛋白尿消失了，肌酐降到
95umol/L！病没了，周大妈感
觉生活一下子甜美起来。

清浊益肾胶囊以天然冬虫
夏草为核心成分，历时8年研
发，经美国生物活性萃取技术

后，冬虫夏草的药效整整提高
了5倍，而价格也适合百姓患
者，因此获国家专利保护(专
利号ZL93110295 . 2)全国推
广。上市5年来，清浊益肾胶
囊大受欢迎，越来越多的患
者及早服用后得以康复，并开
始了新的生活。
详情咨询：0531—86906679、
86905979 专卖：济南宏
济堂东图大药店

格养生提示

许多西医讲高血压需终
生服药，患者也把这个说法当
作“真理”，因此长期吃些便宜西
药对付。可服了多少年还是头晕
头痛，胸闷气短，耳鸣目胀。有
的还引发了冠心病中风……

几年来数千名患者在听
了高血压专家的讲座后改服
“柔脉疗法”最新国药--辽宁

中医药大学研创的【山楂降压
丸】，没想到才1疗程症状就消
失了，连服3疗程几十年的高
血压不知不觉全好了。

近期专家回访的退休干部
苏大爷无限感慨：几年前俺就看
到【山楂降压丸】的宣传，当时俺
根本不相信高血压能治好，又怕
花冤枉钱，所以还是吃西药，直

到去年底肝肾伤得厉害，头也
昏，胸也闷，老伴“骂”俺太固执，
她说“你吃了上十年西药，高血
压没治好，还把肝肾吃坏了，【山
楂降压丸】到底管不管事，你试
一下不就清楚了！”在老伴的“逼
迫”下，俺跟高血压专家打了个
电话，我觉得她说得在理，“中医
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疗体系，

中医对许多慢性病具有独特的
优势，不能说西医治不好的病中
医也治不好，高血压患者血管壁
脆弱，西药利尿扩管必然加重血
管负担，出现中风猝死的可能性
大大增加，正确方法应该是柔软
血管，恢复血管收缩舒张功能，
这样才能根治高血压，【山楂降
压丸】首次采用天然血管柔韧剂

金丝桃苷，从柔软血管入手，达
到根治高血压的目的。”俺抱着
试试的心情用了3疗程，没想到
还真管事，几十年的老毛病不知
不觉全好了，可得劲了。
★地址：济南医药大厦（甸柳
庄）、共青团路66号宏济堂、德州
2822688、聊城颐生堂、菏泽曹
州、济宁仁安、泰安神农、新泰润

康、莱芜万泽、枣庄金星、滕州同
仁、淄博恒川、潍坊华芝堂、东营
黄河口、滨州康乐、临沂华康、日
照润生堂六店、石臼润生堂、烟
台永康堂、威海益春堂
★拨打专家热线：400-688-
3367享受买五赠一优惠
★康复中心：济南医药大楼二
楼(经二纬三)0531-86272240

“这一天我盼了5年了”，
潍坊的李红丽笑着说。原来
她的儿子得了脑瘫，两腿瘫
软，5岁还不会走路。经3N全
方位治疗后，儿子的腰上有劲
了，能坐住，现能在大人的牵引
下能站地缓慢走路了，这种质
的变化让李红丽百感交集，感
慨付出还是会有回报。

3N治疗是今年国际神
经修复学最前沿的脑瘫治疗
方法，以神经再生为先诀，跟
进专业、持续的神经康复和

神经调控，让脑瘫治疗效果
最大化、有形化，彻底改变单
纯依靠药物的传统治疗。前
期接受 3N治疗的脑瘫孩子
疗效已相继显现，现在，不管
你的孩子年龄多大，症状多
重，都能报名参加 3N治疗。
报名条件：

1、经单一康复及药物治
疗无效者；2、走路、站立困
难，有剪刀步、不能抬头、浑
身瘫软者；3、不会说话、智力
低下、呆傻者；4、治疗5年以

上效果不佳者。
救助名额正在发放中，

现在拨打电话就可申请救助，
并预约脑瘫治疗专家单独会
诊。报名热线：济南86977360
济宁2255811 泰安8210795
潍坊8214900 淄博2289565
临沂8203519 聊城8209222
菏泽5533500 德州2667120
枣庄6145588 滨州3882845
日照2223550 东营7606120
烟台6272512 威海2581186
青岛83839030

15年肾病苦尽甘来

肥胖者体型与遗传相关

专家警告：水肿、浮肿
单纯西药利尿，会反复发
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心、
肾衰竭，肝硬化，尿毒症，
直接危及生命。国家中药保
护品种神猴八味石灰华丸是
国药唯一专治：下肢浮肿，
眼睑、面部浮肿、全身水
肿、无名水肿、腹水及各种

浮肿病，治愈率高达 93% 以
上，一次治疗，永绝后患。

临床验证，用药 3 - 5
天，尿量增多。一般患者 1-
3 疗程肿胀消失，无任何毒
副作用。 全省免费送货
电话： 0531-81886371
地址：宏济堂药品超市(大观
园商场东门正对面)

水 肿 浮 肿 莫 轻 视

脚茧、鸡眼、瘊子、脚裂、手
脚干燥、手茧、粗糙、皲裂、手脚
脱皮、脚气等手脚病，实际上是
由皮肤癣菌、酵母菌和霉菌等多
种特殊真菌入侵皮肤所致。
“日本清足”的成功研发，可

以说是广大饱受疼痛折磨患者
的福音。日本清足采用目前国际
最为先进的靶向生物剥离技术，
使有效成分“HD1”能迅速软化
增生组织，只需一喷一抹，数秒
粗糙皮肤变光滑，3天手脚干裂
脚气脱皮一扫完；6-10天脚茧，
鸡眼、瘊子完全剥离。一次断根
不复发！

健康热线：0531-82875119 市内
免费送货 经销药店：华东大药
店(大观园十字路口北10米路
东)、广济堂(省中医往东50米)、
聚成阁医保大药店(市立三院)、
泉城大药店(甸柳庄)；滨州康乐
大药店；泰安永春堂永宁药店；
枣庄康维；德州新华鲁抗；潍坊
华芝堂医药东风爱心店；聊城
宝芝林；菏泽中和；淄博三康大
药店；烟台华医堂；东营欣隆；
莱芜万泽；日照润生堂六分店；
济宁仁安大药店；临沂华康；威
海渤海大药房；长清华东、章丘
健民；济阳：开元。

巧除脚茧鸡眼脱皮脚气
无需包裹 无需刀割 无痛苦 无腐蚀

警惕：高血压导致中风危及生命

寻找100名脑瘫儿

长久以来脊髓疾病一直
是世界性疑难病症，患者久治
不愈。国际脊髓病研究学会证
实：脊髓神经细胞损伤，神经
传导系统受阻是脊髓疾病的
根本原因。

纯中药国药新品“尊皇颗
粒”，开创了“修复、营养、再生
脊髓神经”三位一体治疗脊髓
疾病的新方法，其独有的生物
活性细胞元，能够兴奋中枢神
经，全面修复、营养受损的脊
髓神经，促进脊髓神经细胞再

生，彻底修复并打通神经传导
系统，从根本上达到了治疗脊
髓疾病的目的。

经国内多家三甲权威医
院临床应用，“尊皇颗粒”对脊
髓疾病疗效显著，一般患者 1
-2 个治疗周期就可以恢复及
改善四肢疼痛、麻木、僵硬，肌
肉萎缩无力、肢体瘫痪、感觉
障碍、大小便失禁等脊髓疾病
引起的相关症状。
专家热线：4006586277

0531-81181348

截 瘫 脊 髓 空 洞 运 动 神 经 元 肌 无 力

脊髓疾病有药可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