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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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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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8 — 6151941
0531 — 89088480

●地址：神州药店（中医二院对
面）。各地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料
峭春寒中，养生专家提醒，在春季
之初做好养生，将会使您一整年的
健康有个美好开端。

乍暖还寒要“春捂”

中医养生保健学中讲究“春
捂秋冻”，即早春的时候不要急着
脱掉冬装换春装，预防倒春寒。早
春时常有寒冷气候的反复，穿着
宜偏暖些。对调节能力较差的孩
子、老人或体质较弱者来说，应根
据气候寒热变化，随时添减衣服。

医生介绍称，老年人体内产
热本领较低，且循环系统已不像
年轻人那样正常，故容易受“倒春
寒”的刺激。因此立春以后，老年
人仍要尽量减少出门次数，外出
戴上帽子减少头部血管受到冷空
气的刺激，高血压病人要注意正

规持续用药。
另外医生还提醒，一些年轻

姑娘由于爱美，往往在早春就穿
起了裙子和靴子，这样对身体不
利。一般来说，妇女膝关节对冷空
气的袭击较为敏感，易发生局部
麻木、酸痛等症状，久之会引起风
湿性关节炎。

少点酸的来点甜的

医学认为：“春日宜省酸增
甘，以养脾气。”故春季饮食最好
少食酸辣，稍微偏甜较为合适。比
如山药、百合、木耳等。其中，粥类
饮食最养脾胃。

对于平时感觉胃脘隐痛，食
欲不太好，而且容易口干咽燥，甚
至会形体消瘦、舌红少苔的市民，
多属于胃阴不足者，不妨吃些山
药百合大枣粥。先将山药、百合、

大枣、薏苡仁及大米适量共煮粥，
每日 2 次服食，达到滋阴养胃、清
热润燥的作用。对于工作压力比
较大，或者心情不太好而引发胃
部不适，则建议吃些木耳炒肉片。
具体做法是将黑木耳干品 15 克
用温水发好、洗净，猪瘦肉 60 克
切片放入油锅中炒两分钟后，加
入发好的黑木耳同炒，再加食盐
适量，清汤少许，焖烧 5 分钟即可
服食。每周 3 次，可补益脾胃、调
理中气。

少喝酒少生气

中医理论认为肝脏与“木”相
对应，草木在春季萌发生长，肝脏
在春季时功能也更活跃。因此，初
春养生以养肝护肝为先。

养肝护肝主要做到以下几个
方面：多喝水以防止毒素损害肝
脏；少饮酒以利于肝脏阳气升发。
肝脏代谢酒精的能力是有限的，
多饮会伤肝。比如你的体重如果
有 60 公斤，每天只能代谢 60 克
酒精，若超过限量，就会影响肝脏
健康，甚至造成酒精中毒，危及生
命。

此外，还应保持好心情，防止
肝郁气滞，生气发怒易导致肝脏
气血淤滞不畅而成疾。要想肝脏
强健，首先要学会制怒，即使生气
也不要超过 3 分钟，要尽力做到
心平气和、乐观开朗、无忧无虑，
从而使肝火熄灭，肝气正常生发、
顺调。

(王冉)

别让青春痘毁了你的脸
青春痘是由于肺经郁热，气血淤结化

火，火毒内炙与体内毒素淤滞不畅，最后凝
滞面部形成。青春痘会形成痘痕、色印、毛孔
粗大、皮肤粗糙、暗黄无光泽，不及时治疗会
终生存留，影响就业、择偶、交际。如体内毒
素长期淤积，可导致脏腑功能紊乱，引发色
斑、便秘、失眠、头晕、情绪焦虑、自卑抑郁等
病症，危害人体健康。

凉血解毒 1+1 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唯
一一组纯中药国药准字祛痘产品。

一、凉血解毒颗粒(口服)清热解毒，凉血

散瘀，调理脏腑功能，改善黑黄肤色，控制油
脂分泌从根本上铲除发病根源。

二、凉血解毒精华露：祛外痘、排皮毒、
祛痘平疤、消痕、保湿、嫩肤、深层美白，纯中
药祛痘，绿色疗法、安全、快速、彻底不复发。

寻找百名痘痘患者免费体验
报名热线：0538-6873257
经销地址：泰安：永春堂永宁药店（校场街

苏宁电器向北50 米路东）肥城：万年青大药店
（天桥南50 米路西）新泰：人民医药商场（汽车
北站斜对过）

初春养生三要点
春捂、养胃加护肝

有此一说

为了应对工作压力，很
多人习惯早起喝杯咖啡提
神醒脑。但美国《应用社会
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项新
研究表明，咖啡因对女性的
积极作用大于男性。研究发
现，如果女性喝过含咖啡因
的咖啡，那她们在充满压力
的情境下的表现会比男性
更好。

新研究负责人、英国布
里斯托尔大学琳赛·S·克
莱尔博士表示，研究小组让

64 名平均年龄为 22 岁的
男女参试者，在饮用过含咖
啡因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
之后，完成猜谜解题能力、
协作记忆力、同性结对合作
能力等多项测试。咖啡因组
参试者摄入咖啡因含量相
当于三杯标准咖啡。研究发
现，饮用咖啡因之后，男性
在压力之下的记忆表现总
体上不如女性；而且，女性
猜谜解题速度比男性快
100 秒。

咖啡只能给女性提神A

美国“健康日”网近日
报道，《循环》杂志 1 月号
刊登美国埃默里大学一项
新研究表明，饮食包含大
量甜饮料和甜食的孩子，
成年后心脏病危险会大大
增加。新研究发现，与吃糖
最少的儿童相比，吃糖最
多的儿童，其低密度脂蛋
白(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水平分别高出 9% 和 10%，
而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
醇)水平则更低。研究还发
现，吃糖最多的儿童还出
现了胰岛素抵抗症状，胰
岛素抵抗会导致糖尿病且
增加得心脏病风险。因此，
减少儿童期糖摄入量，有
助于降低其成年后患上糖
尿病。

宝宝爱吃糖易伤心脏B

一次性纸杯第一杯水不要喝C
很多家庭和单位都会

准备一些一次性纸杯，来了
客人，一人用一个，用完了
就扔，既卫生又方便。对此，
专家提醒，不要用一次性纸
杯喝热水。

为了防止水渗透，一次
性纸杯的内壁上通常涂了
一层薄薄的蜡。蜡见热是会
溶化的，一般情况下，如果
水的温度超过了 40℃，这
层蜡就会溶化掉。而且，现

在很多不法加工厂采用成
本较低的工业石蜡来做纸
杯内壁的涂膜，工业石蜡中
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苯和多
环芳烃等物质，会对人体的
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有害。

因此专家建议，购买一
次性纸杯要谨慎，使用一次
性纸杯时，第一杯水最好不
要喝，最好等四五分钟后将
水倒掉，使纸杯中有害物质
充分挥发。

（资料片）

抹一抹、揉一揉 男人你真牛
来自美国，震惊世界的邦力斯，专门解决男人的“根本”问题

由国际两性健康中心研发的邦力斯(分为
A 型—增长、增粗、B 型—延时、助勃)是专门针
对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阴茎短小，早泄，勃起
无力的专用产品，不打针,不吃药只需外用涂
抹透皮给药(不需口服，也就避免了口服药物
对心肝肾的损害)，使用 2 个疗程，就能使阴茎
永久增长 4-6cm，增粗 2-3cm，使阴茎硕大坚
挺，勃起力度增强，性爱时间大大延长，坚持使
用 3 个疗程，就可以真正拥有完美的性爱生
活。邦力斯主要成分雄腺肽是从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西北海岸的美国鳄的睾丸中提取出来的，
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强效的使生殖器更长、
更强壮、更坚挺的一种神奇物质。主治阳痿、早
泄、阴茎短小、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引起的性
功能障碍。绿色疗法、安全、快速、彻底。

节日期间 买2送1 买3送 3

咨询电话：0538-8171703 (一盒无效，
全额退款)

地址：永春堂永宁药店(泰安市教场街中段
苏宁电器北50 米路东)免费送货(可免费邮寄)

健康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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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经祛斑胶囊三步解除
女性烦恼

很多女性一到冬季就出现手足心热、盗
汗、咽干、口燥等表现，皮肤失去光泽和弹性、
干燥起皱后，女性朋友往往会表现出抑郁、乏
力、困倦和失眠等症状，长此以往影响正常的
生活。

调经祛斑胶囊秉承千年藏传秘方和“经
斑同源”理论，通过调经排毒、保宫养巢、祛斑
养颜三大步骤，改善人体内环境，使淤血散
尽，毒素排出。

我市建工医院便民大药房（康复路中心
医院南门斜对过）销售的调经祛斑胶囊能够
分解体内的代谢垃圾，通过对内分泌的调节，
使得雌、孕激素分泌正常，优化宫内环境，彻
底祛除致斑根源，达到清宫排毒的功效。

该胶囊以 15 味藏药成分滋阴养血，降低
血液粘稠度，改善微循环，使得皮肤细胞的代
谢活力增强，迅速分解皮肤表面的沉着色斑，
还女性一个健康娇嫩的肌肤。

材料：布渣叶 30g 、麦芽 30g 、土茯苓
30g

做法：先将布渣叶、土茯苓洗净，再将所
有材料放入煲中加水适量煮一个小时，调味
即可。

功效：春节大部分时间免不了吃吃喝
喝，肠胃容易出毛病，给自己煲点汤汤水水

来消消食、理理气、清清热。这款汤可消滞清
热、暖胃化湿理气。

适应人群：适应人群为湿热、食滞者。对
于体质虚寒的人，可以吃点砂仁陈皮粥消
食。一些朋友在长假期间常吃些煎炸热气的
东西引发感冒，可煮蒲公英或金银花水喝。

（刘凯）

布渣叶麦芽土茯苓汤消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