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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高度评价香茯斑蝥

肿瘤晚期不妨换种治法
肿瘤极易复发转移，患

了肿瘤，往往是手术做了、

放疗做了、化疗也做了，可

没过多长时间一检查：又复

发了、转移了，天哪，这到底

是咋了……

肿瘤“复发转移”

到底是咋回事

据权威专家介绍，肿瘤

是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

多数患者的治疗都离不开
手术、放疗、化疗三步骤，或

者是只选择其中某一种和

两种治疗方法。治疗结束

后，患者普遍认为自己的病
已痊愈，但复查时，却发现

肿瘤已出现转移或复发。

有的患者自认为，经过

手术和放化疗后，即可彻底

杀死癌细胞。事实上，这些

方法对体内残留的癌细胞

无能为力，不能100%完全清

除癌细胞，更不能改变人体

致病的“内环境”，同时患者

经过手术、放化疗后，身体

会受到很大伤害，免疫力极

度降低，身体虚弱，免疫系

统对正常细胞的监控能力

及对肿瘤细胞的抑制杀伤

力削弱，残存、潜伏在体内

的癌细胞反而会迅速增长。

据统计，经过手术、放化疗

的癌症患者，如不进行合理

和正规的治疗，癌细胞复发

和转移概率高达8倍。例如，

肝癌患者术后1年的复发率

就在 60%左右，肺癌在 55%

左右。

开辟肿瘤治疗新途径

由中英美医学专家强

强联手，组成癌症课题攻关

组，根据肿瘤复发和转移的

机理，历时十余年，历经上

万次实验，终于研制出肿瘤

立体疗法的抗癌药物———

香茯斑蝥，并获得国家专利

保护品种称号 (专利热线：

0535-7077885)，这是肿瘤药
物研发的一次大的突破。

“香茯斑蝥”的问世开辟了

继手术、放疗、化疗之后治

疗肿瘤的又一治疗模式。据
悉，该药能快速消瘤、止痛、

消水，适用于中、晚期各类

肿瘤患者。

医学界高度评价香茯斑蝥

中国医学科学院鉴定：

香茯斑蝥对肿瘤细胞具有

直接杀伤作用，抑制癌细胞

蛋白质生物合成及DNA、

RNA的合成，诱生干扰素和
IL-2；活化人体抗癌基因，

释放肿瘤坏死因子(TNF)。

业内人士透露：香茯斑

蝥是采用先进的超临界提

取与高分子爆破技术研制

生产的纯中药制剂，患者服

药后数分钟内被人体吸收，

药物分子靶向作用强力锁

定并杀死肿瘤细胞，阻断肿

瘤细胞的游走和转移，激活

人体免疫，在一定程度上可
替代放化疗，其作用又优于

放化疗，对身体无伤害，真

正实现“攻”和“补”、“杀”和

“调”的有机结合，标本兼
治，是目前肿瘤患者最理想

的药物，被当今医学界誉为
治疗肿瘤的“金钥匙”。

患者惊叹：

真服了，怎么也想不到！

据北京 301医院、北京

中西医结合医院、吉林肿瘤

医院、长春中心医院等30多

家医院大量临床统计：绝大
多数患者使用香茯斑蝥一

周左右，食欲、睡眠明显改

善，身体有劲，精力充沛。2

～3个疗程能有效控制肿瘤

细胞再生，瘤体逐渐萎缩，

临床症状基本消失。

香茯斑蝥成功的解除

了广大肿瘤患者的痛苦，提

高了他们的生存质量，延长

了他们的生命，其出色的疗

效也得到了广大医生和患

者的肯定，为广大肿瘤患者

彻底战胜疾病，重返生命绿

洲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曙光。

(杨光)

医医
药药
信信
息息 食疗古方攻克老便秘

老便秘安度秋冬季节的食疗妙方

秋冬季节，经常便秘的人非常

容易感冒。

中医认为：感冒外感邪气是外

因，而内因更加需要重视，肺和大
肠相表里，排便不畅，大肠就会影

响肺部功能。便秘的人，身体内积

热大，容易引起肺热，由肺热而导

致嗓子疼、发烧等实热，如果再外

感风寒，内外夹击，就会出现如咳
嗽、流涕、身体发凉、四肢酸痛等感

冒的症状。因此，便秘的人在秋冬

季节务必要使大肠通畅，以减少体

内积热，肺内的“火”小一些，形成

自然抵抗感冒的基础，才能远离感

冒的威胁。

专家呼吁：得了便秘，千万不
能一泻了之，应当选择纯食疗、不
伤身的通便产品方为上策。

当年乾隆下江南，因舟车劳顿

而便秘，御医怕伤龙体不敢滥用泻

药。遇一老方丈欣然开方，效果奇
佳，乾隆龙颜大悦，遂御赐此方“御

膳通”，收归宫藏。

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在整理

挖掘传统药膳时，对此食疗古方倍

感兴趣，遂潜心研究，科学调配，最
终以“黑豆、马齿苋、芹菜叶、金银

花、山楂、海藻、菊花、绿茶”等8种

纯食疗原料，研制成现代化食疗通

便药膳。

该方高浓缩膳食纤维及传统

食疗成分，具有蓬松大便润肠易排

的物理特性和促消化、清火气、平
衡酸碱、修复肠蠕动的食疗效果。

经国家批准，在北京生产，品名【御

品膳食通】，绝无任何泻药毒副成

分，老幼孕妇皆适用。 专家评
价：御膳通高效安全的通便效果经
得起检验，可归纳为三个一：服用

一天即可轻松畅快排便；一周可规

律排便；一月逐步修复肠道自主排

便功能；服用量逐步减少，通便效
果越来越好。

老便秘体会：便秘烦恼心事
重重；服御膳通后，顺畅通便全身

轻松！仅需晚餐后服几粒，次日清

晨即可轻松畅快排便，一解便秘

烦恼！

免费试用 免费送货(外地
新顾客可申请先服用后付款)

【御品膳食通】烟台专卖店：

新闻中心上夼东路与四眼桥街十
字路口西20米路北

咨询电话：0535-6131216

近日，笔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

广西来宾金钱草药业投入巨资，在晋

代名医葛洪著《金匮药方》治疗风湿

“通痹丹”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药理、中

医中药等研究成果，筛选有效中药，

配以少数民族医药中治疗痹症的民

族药精华，几经锤炼终于研制成“双

蚁祛湿通络胶囊”，为中华医学宝库

奉献了一朵瑰丽奇葩。其出色的疗效

远销欧美、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被

誉为“中华风湿第一方”。

处方独特，药材纯正，

疗效显著，荣获国家专利：

双蚁、双虫、双参加十草组成

的18味成分药材(比普通的风湿药
品至少多出6位)，药材来源于广

西、云南等苗药、彝药药材产地，药
材地道，药效显著。国家专利明确

标示：在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

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骨质增

生腰间盘突出、颈椎病等领域疗效
比其他药物显著。

双蚁祛湿通络胶囊独有生物
活性物质——— 复方蚁酶素，可快速

激活因风湿、类风湿引起的病灶缺

死组织。疏通血脉，清除积液，迅速

止痛消肿，并将药物有效成分及营

养物质输送到患病区域，直指病

灶。高效抗风湿因子可在病灶部位
深层发挥药效，彻底驱除致病寒

毒。修复因子强力修复已损伤的骨

组织和纤维结缔组织，从根源入

手，标本兼治，恢复关节的运动活

性。对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
所致的颈、肩、腰、腿、臂关节疼痛、

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

等有显著疗效，且无毒副作用。效

力强、起效快，祛风止痛，是迄今为
止最有效杀痹毒的天然药物。

有了双蚁祛湿通络胶囊

专家开药心里有底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附属医院等36家医院的风湿
科专家在风湿论坛上接受采访时
说，从医三十多年来，用过治疗风

湿骨病的药不下几十种，从没见过

这么好的临床效果，看到一个个患

者从这里康复，我们心里别提有多

高兴。有了这药，就有了治愈患者
的把握，开药心里也有底了。

目前双蚁祛湿通络胶囊通过国

家调拨在山东用于临床，十多万人已
受益，具体优抚对象、范围及用药详

情可拨打电话0535—7080499。

(李玲)

目前，常规治疗心脏病
药物大多是通过单纯扩张血
管、溶解斑块来缓解病情，而

斑块的再生、血管老化、心肌

细胞死亡等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这正是心脏病常治却常

犯的原因所在。

笔者从权威部门获悉，

拥有世界最大养熊基地的黑

宝药业，投入巨资成功研制

出新型心脏病专用药--【黑

宝 】( 咨 询 电 话 ：0 5 3 5 -

6555489)。

科研组专家介绍：【黑

宝】是心脏病专用配方药，打
破了以往药物单纯扩张血管

或只能溶解斑块的弊端，药
物独含的牛黄熊去氧胆酸和

抗凝血因子，从激活心肌细

胞、血管壁细胞入手，标本兼
治，迅速清除堵塞血管的粥

样硬化斑块，恢复血液循环，

增加供血、供氧，快速消除心

肌缺血、心肌梗塞、冠心病、

心绞痛等疾病，激活心肌，针
对病根不复发。

药物可直接进入心肌细

胞，使萎缩老化的心肌细胞

开始变得饱满，富有弹性，心

肌跳动有序有力，提高心脏

的泵血能力，随时带走新产
生的血液垃圾，防止粥样硬

化斑块再次形成，彻底摆脱

心脏病的困扰。

据临床统计显示，服药
3～5天：胸闷、胸痛、憋气、

心慌气短、乏力等症状缓
解，喘气顺畅，头脑清亮，手
脚有劲，斑块开始酶解。3～

5个疗程：心肌细胞、血管壁
得到修复再生，血流通畅心
脏健康，工作生活不受影响

和正常人一样。

(青松)

避免走入五大常见家庭用药误区

感冒“多药齐下”见效快

盲目同时服用，可能会造成重复用药或超剂量用药的情况，对健康不利

高血压长期服药无窍门

降压药在病人早上还没有起床或刚起床的时候吃效果最好

胰岛素会上瘾

胰岛素并没有成瘾性，有些病人需要终身注射，这是治疗疾病的需要

维生素可以随便吃

人体对营养素的需求都有一个最高承受值，一旦过量，可能导致轻度

甚至严重的中毒

激素类药膏可以长期使用

使用外用药要谨慎，注意药物浓度，尽量不要在皮肤较薄处使用刺激

性强的外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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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奇小药丸 专治心脏病

治疗风湿有了特效药

血小板是人体唯一的

“血液卫士”，对血液正常循

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

能止血、凝血，特别是在流

血不止时，能起到阻滞、愈

合作用，如同河流的堤坝一

样，疏忽不得。(日常生活中，

你会发现自己或别人身上

伤青一块紫一块、(特别是女

性及儿童居多)牙龈鼻出血、

女性经期过多过长、尿血、

便血、呕血、头晕等，注意是

血小板减少症，当少于10万

时可突发心脑出血、脏腑功

能早衰、昏迷及死亡。

《本草纲目拾遗》等古

代文献记载花生衣有补血

止血养血的作用。中兴汉方

药业的专家们根据古代中

医学理论和运用现代中药

提取工艺，从新鲜花生红衣

中提取一种生物活性很强

的天然多酚类物质，在经科

学的配伍制成国家新药【血

宁片】(国药准字Z36020507)，

它能改善免疫功能，消除血

小板抗体，快速提高血小板

数量，促进血小板凝血活性

和凝集功能，使骨髓造血功

能恢复正常，达到治本之功

效，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激素

疗法所致的种种副作用，经

7家知名医院多年临床验

证：【血宁片】对血友病、各

种原因引起的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再生障碍性贫血，

各种出血(肝病出血、术后出

血、肿瘤出血及胃、肠、肺出

血、耳鼻出血、牙龈出血、皮

肤黏膜出血等)妇科血症及

出血性贫血，肿瘤放、化疗

引起的白细胞减少、血小板

减少等症状；数万康复患者

普遍反映：用了新特药血宁

片后，一周期：血小板提升

了！二到三个周期后恢复正

常了！

好消息：国家新药，国

家中药保护品种“血宁片”

经过北京 2年医院临床后

已在烟威地区有销售，咨

询热线0535-6055177。烟威

各市县区免费送货上门。

烟台在北马路汽车站

售票厅斜对面的本草大药

房，龙口贞兰药店 莱州康

平药店 蓬莱奇佳药店有

售； 威海在市政府南200米

路东的渤海大药房有经销。

为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厂家承诺：两疗程血小板恢

复不到正常，厂家免费提供

药品直到康复。

4 再生障碍性贫血

血小板减少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