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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活心又救命3疗程征服心脏病
高科技生物制剂 国药准字 国科活心活 20 分钟见效 20 天激活心脏

高科技生物制剂“国科活
心活”独特的“救心—强心—养
心—护心—活心”五步一体综
合疗法，营养激活心肌细胞，溶
解血栓斑块，净化血液，使血脉
畅通，心脏供血充足，心肌活力
增强，从根本上治疗心脏病。

不支架不搭桥轻松治好心脏病

长期以来，心脏病人有两
大苦恼：一是长年吃药之苦，
药越吃越多，病越来越重；二
是手术支架搭桥费用高、风险

大。北京一位 78 岁离休老干
部患冠心病 18 年，天天吃药，
还做了冠脉支架手术，钱也花
了，罪也受了，但术后两年再

次发病。服用了高科技生物制
剂“国科活心活”，五步一体科
学疗法让老先生感慨万分：

“要是早用上这个药，根本用
不着白挨那一刀啊”。

多家权威临床验证

经国家临床基地北京协
和医院、首都医院、北京 301
医院、同济医院、河北医大附
院等权威机构，上万例临床验
证，“国科活心活”对冠心病、
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缺血、

心率不齐、早搏房颤、胸闷气
短、动脉硬化、高血压(低血
压)、脑供血不足以及风心病、
心肌炎、心肌肥厚等疗效显
著。绝没有西药扩血管、中药
活血的毒副作用及不良反应。
服用当天见效，症状明显减
轻。服用一疗程：胸闷、心慌、
气短、头昏乏力等症消失。服
用两疗程：早搏房颤、心绞痛
逐渐消除。服用三疗程：心脏
供血恢复正常，受损心肌完全
再生，血栓斑块被清除，血脉

畅通，患者彻底康复。

专家忠告

治心脏病治表不治本是
白花钱！西药扩血管缓解一时
且副作用大，中药仅能活血，而
不能溶解粥样斑块，外贴外敷
更无法使足量药物进入血液，
是典型的治表不治本！提醒患
者选药须慎重，切勿上当！
●特大优惠：

买 5 盒赠 1 盒

买 10 盒赠 3 盒

买 15 盒赠 5 盒

买 20 盒赠 9 盒

●专家热线：

0635 — 8151948
0531 — 89088480
●经销地址：颐生堂五星百
货店 (五星百货地下超市
办公室对过)
●凡打进电话咨询购药者均

可享受特大优惠。各地免费

送货

麻木俗称“小中风”，是
中风瘫痪爆发的警告信号。
不论是脑血管硬化导致的四
肢麻木、面麻，还是颈椎、腰
椎压迫性导致的麻木或者其
他游走性串麻，归根结底都

是神经受损。
活血化瘀、扩张血管的

药、治颈腰椎疼的膏药，虽然
都能一时止麻，但不含神经
修复成分，当然不能从根上
治好麻木。老话说“搞清病
因，对症用药”，所以，要想治
好麻木，必须用既疏通血管
又修复神经的专用药。

400 年祖传秘方治疗麻
木疼痛。杨氏四知堂麻木通
关酒采用祖传秘方结合现代
工艺精心炮制而成，堪称麻
木病药酒中的圣品。杨氏四

知堂麻木通关酒专治四肢麻
木疼痛、冰凉无力，面麻、半
身不遂等。它独含超强活性
溶栓通络酶和神经修复素，
快速疏通血管，修复受损的
神经细胞，远离中风瘫痪。

服用半月，麻木的手指、
脚趾等部位有了微痒感、温
热感，长期堵塞的血麻木的
神经开始激活；服用 1-3 个
疗程，血管畅通，神经修复，
全身麻木的症状彻底消除，
中风警报消除。

咨询电话：8184618

手足麻木 病根找到 颈椎病 治一个好一个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因

颈椎病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
人仅次于脑血管病，位居第
二位。颈椎病顽固、难治，发
作起来颈肩疼痛、麻木，严重
时眩晕呕吐、走路踩棉花感。

专家介绍，颈椎病的发
病根源是颈椎的骨性病变
(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和
软性病变(肌肉韧带损伤、无
菌性炎症)，两者共同压迫神
经、血管和脊髓，产生的系列
症状。

治疗颈椎病，天泰颈康
片(国药准字 Z20025165)，
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的颈椎
康复专用OTC 国药，专药专
治颈椎病，世界中医骨科联
合会唯一推荐颈椎康复专用
药。它将骨碎补、葛根、三七
三大骨伤圣药同时入药，生
成两种独特的分子药效成
分——— 透骨活性肽和热效分
子团，口服后深入颈椎病变
部位，同步治疗颈椎的骨性
病变和软性病变，彻底治愈

颈椎病。
患者普遍反映，服药当

天疼痛减轻，颈肩僵硬、麻木
等症状 5-7 天就可以缓解，
按疗程服用，颈肩疼痛，手臂
串疼、串麻，眩晕呕吐、手脚
无力等严重症状一次治好不
复发。

该药品已有聊城市鲁
健药店（汽车站往西 90 米）
独家引进。
咨询电话：0635-8184618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预防痛风要谨记三点
寒冷的冬季，冷空气经

常会入侵，痛风病人要更加
小心痛风复发，因为寒冷也
是痛风发作不可忽视的诱因
之一。痛风性关节炎易发部
位就是脚趾，双足远离心
脏，血液供应不足，本身温
度又偏低，因此，患者一定
要做好保暖工作。那冬季预
防痛风有什么好方法呢？
一、控制饮食

食物种类繁多，哪些
食物属于低嘌呤饮食常常
使患者一头雾水，具体食

物嘌呤含量表可查询相关
健康手册，动物内脏、鱼
虾、海鲜、豆类及发芽豆苗
等嘌呤含量高，少吃或不
吃；每周吃肉类食物不超过
8 两；蛋白、牛奶、大部分蔬
菜、水果嘌呤含量少，可多
吃。
二、规律作息、避免劳累

作息不规律，过度劳
累或者寒冷等环境因素刺
激，均可导致肾脏尿酸排
泄 下 降 及 体 内 尿 酸 重 分
布，导致痛风急性发作。

养成良好作息时间、避免
环境因素过度刺激，能有
效防止痛风发作。
三、禁止饮酒

饮酒常促发痛风急性
发作，痛风患者禁饮任何
酒类，包括白酒、啤酒、
红酒等。常常有患者问，
可不可以服用药酒治疗痛
风，答案是绝不可以。也
许药酒中某些成分可以缓
解疼痛，但是其中的酒精
却 可 加 重 痛 风 ， 得 不 偿
失。

五类人群不宜用电热毯
电热毯是冬季居家常用

电器。进入冬季，不少老年
人、儿童、妇女会选择使用
电热毯取暖，但下列这些人
不宜使用电热毯。

一、呼吸道疾病患者：
凡患有气管炎，支气管炎，
肺气肿和哮喘等疾病者，在

冬季多不能使用电热毯，若
经常使用电热毯，易引起咽
干喉痛，声音嘶哑，咳嗽不
止，以致加剧病情。

二、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患有高血压，动脉硬
化，高血糖，冠心病和脑
血栓等疾病者，因电热毯是

机械性升温，可破坏人体平
衡机制，促使血压升高，易
使心肌缺血和中风发作。出
血性疾病患者使用电热毯
可使血液循环加快，血管
扩张，从而加剧出血。

三、有过敏性体质者：
凡患有口腔炎，慢性咽炎，
喉炎，口腔溃疡以及皮肤瘙
痒，皮疹等疾病者，不宜使
用电热毯。

四、新生儿、婴幼儿：
新生儿，婴幼儿体温调节能
力差，电热毯易产生较高温
度，使用后新生儿，婴幼儿
有可能因失水而导致脱水热
等，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五、孕妇：电热毯通
电后会产生磁场，可通过
孕妇直接影响胎儿的正常
发育，严重者可导致流产
或胎儿畸形。

老人冬季易得青光眼
医生：起居要有规律，少吃刺激性食物

冬季外面寒冷，屋里暖
和，青光眼患者在外出时如
果突然经历由热到寒的温度
变化，很容易诱发急性青光
眼。特别是有青光眼的老
人，由于身体调节功能差，
温差过大影响了体温的调节
中枢，再通过植物神经干扰
了眼压，造成眼压波动，进
而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建
议有青光眼的老人外出前最
好找个温度的“过渡段”，
如可以在楼道里待一会儿，
或在门口站一会儿降降温，

让身体慢慢适应外界寒冷的
环境。

在冬天，一些眼压不稳
定、劳累或睡眠不足的患
者，最好每两周复查一次眼
压，每月复查一次眼底。需
要注意的是，由于急性青光
眼发病时会出现头痛、恶心
等症状，很容易让老年人误
认为是血管神经痛发作，如
盲目服用治疗血管神经痛的
药物，很容易耽误青光眼的
治疗时机。

如果老年人在冬季出现

眼胀痛，看灯泡时有时出现
彩色圈，就应及时到医院就
诊。因为青光眼发现越早，
治疗越及时，效果越好。

另外，有青光眼病史的
老年人，注意不要长时间从
事伏案工作，以减少眼部淤
血；生活起居要有规律，少
食刺激性食物，不大量饮浓
茶或咖啡，以防眼压升高；
保持稳定的情绪，避免精神
紧张和过度兴奋；不擅自使
用任何有扩大瞳孔作用的药
物，以免发生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