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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在黑龙江民间流传着
一个治疝的奇方：将八角茴
香、木香、乳香、沉香、母丁
香、小茴香、香附等十种“香
药”用米醋浸七日，炙干，又
浸又炙，如此七次，成5两，
研末调匀装于香囊之中，将
香囊贴身悬在肚脐上方，疝
气便会不治而愈！当天见
效，三、五天能自由活动；该
方口碑好，后经国家改良，
将该方精制成膏，效果更胜
原方一筹，并批准命名为国
药 准 字【 十 香 暖 脐 膏 】

(Z23021573)。
不开刀、不住院、无痛

苦！【十香暖脐膏】使用30分
钟，腹部疼痛感、冰凉感明
显消失！使用 1疗程，疝包
明显变小回缩，可轻松推
入腹腔，坠胀疼痛消失，工
作生活恢复正常！使用3到
4疗程，疝环完全闭合，疝
包彻底消失！

详询：6055567

市区在长途汽车站售
票厅西侧华医堂药店有售，
下县指定有售，电话详询。

格身边提示

治疝气小偏方

无需手术和吃药

止脱生发小妙方
脱发是困扰现代人的

一大疾患，头上的缺陷往
往造成心理上的烦恼。云
南民间流传一个生发偏
方，利用滇藏高原3 8 0 0米
雪线之上独有的回阳草钻
地风等药用植物，和滇藏
地区先民独特的止脱生发
高效配方，采用纳米技术
萃取数十种名贵中药精
华，一洗一喷一喝三种产
品精妙组合而成，开创了
止脱生发黑发的先例，令

无数当地人百试不爽。后
经政府出资生产，被国家
命名为云南九转，全国推
广。港城上市，急寻1 0 0名
体验者特惠。

报名热线6047883

目前市场上通便产品
很多，但是绝大多数含有泻
药成分，如大黄、潘泻叶、芦
荟、决明子、果导片、火麻仁
等等。

泻药是通过生化反应
强烈刺激肠道神经，让肠道
产生剧裂收缩来达到通便
目的的。这种剧烈刺激与收
缩过程，对肠道神经和肠道
粘膜的损伤极大。因此服用
泻药，往往腹痛难忍、腹泻
难忍，越服越不管用，越服
剂量越大！目前市场上还有
很多种减肥产品也是利用
泻药的腹泻脱水特性来达
到所谓减肥目的，这更是为
医学专家所不齿。

便秘的形成原因很多
很复杂，比如肠胃功能年老
衰退，各种慢性疾病长期用
药产生副作用，泻药直接损
害肠道导致便秘，长期不运
动，饮食多肉少蔬菜少水等
等。但是不管原因如何，便
秘都有着共同的简单特征：
即酸碱明显失衡、大便干
结、消化不良。

因此要有效预防和治
疗便秘，不可简单地一泻了
之，最好的方法是针对酸碱
失衡、大便干结、消化不良来
进行食疗并加以适当运动解
决。比如食疗古方中的黑豆
野菜熬粥，蚕豆皮磨粉熬粥
等都属于这个通便思路。

天膳生物以药膳现代

化为己任，广泛挖掘和潜心
研究传统药膳，最终运用现
代生物技术，以“黑豆、马齿
苋、芹菜叶、金银花、山楂、
海藻、菊花、绿茶”8种纯食
疗原料，成功研制出具有

“更有效、更安全、更方便”
特点的现代化药膳———【御
品膳食通】。

该方富含高浓缩膳食
纤维及传统“促消化、清火
气、平衡酸碱”食疗成分，
具有“吸水吸油膨胀松软
大便，油滑易排”的物理特
性和“营养肠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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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老幼孕妇皆适用。

每天仅需服用一次与
晚餐同食，8-12小时左右自
然排便不肚痛不腹泻；调补
结合滋补平衡肠胃环境，逐
步恢复肠道蠕动功能，绝无
依赖越服剂量越小乃至停
服、隔日服或以小剂量维
持，越服排便越规律舒适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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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米
路北(四眼桥社区工作站斜
对面)

咨询电话:15965154859

食疗古方攻克老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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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率极高。

开辟肿瘤治疗新途径

由多国医学专家强强联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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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获
得国家专利保护品种称号(咨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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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适用于中、晚期各类肿瘤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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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的康复护理

肿瘤治疗病程缓慢，患者发病
后，无论从生理上、心理上都发生很
大变化，要重新建立生活规律，养成
良好习惯。专家经过多年研究得出
结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对战胜疾
病和死亡有很大影响。”故每个肿瘤
病人应根据自己的病情结合药物治
疗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有规律
的生活所形成的条件反射，能使身

体各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按节律正
常进行，如每日起床、洗脸、漱口、进
食、排便、锻炼、工作、休息等形成良
好的规律，则既能利于身体健康，又
能利于肿瘤康复。

肿瘤饮食原则 及注意事项

要保持乐观的情绪，树立战胜
肿瘤的坚强信心；适当的运动可使
气血流畅，增强机体抵抗力；避免受
风寒，“百病从寒起”，身体受风寒剌
激时，抵抗力下降，易诱发疾病；饮
食应以清淡而富有营养为主，多吃
蔬菜和易消化的滋补食品；肿瘤病
人热能消耗大，因此饮食要比正常
人多增加20%的蛋白质；少吃油腻过
重的食物；忌食过酸、过辣、过咸、烟
酒等刺激物。

饮食营养是维持生命、保持健
康的物质基础。患者养成良好的生
活、饮食习惯再配合使用香茯斑蝥
后食欲和睡眠明显改善，身体有劲，
精力充沛。香茯斑蝥为广大患者战
胜疾病，重返生命绿洲带来了新的
希望和曙光。

（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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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晚期怎么治更科学

医药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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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运用现代中药提取工艺，从花生红
衣中提取一种活性很强的天然多酚
类物质，可有效激活骨髓造血功能，
提高免疫力，滋补肝肾，调节脾脏功
能，抑制血小板抗体的形成，促使白

细胞血小板增加红蛋白含量达到正
常水平。经科学配伍制成国家新药

【血宁片】经7家知名医院多年临床验
证：对血友病、各种原因引起的血小
板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均有治愈
的疗效，数万康复患者验证，服用1周
期20盒血小板提升了！2到3个周期即

可恢复正常
提示：个别严重患者，3周期血

小板恢复不到正常，厂家免药费提
供药品直到康复

北马路车站售票厅对面本草
大药房有售 详询6055177 各地
免费送货

专升血小板

玉米又名苞谷、棒子、玉蜀黍，有
些地区以它作主食。玉米是粗粮中的
保健佳品，对人体的健康颇为有利。
玉米买回家煮煮吃，味道虽然很不
错，但若与别的食物搭配，营养会更
加突出。所以，玉米最好按以下方法
与其他“伴侣”食品搭配烹饪为好。

玉米排骨汤

用普通的方法炖排骨，在肉七成
熟时放进劈开切段的新鲜玉米棒，然
后煲制15分钟左右。

炖排骨时，加进黄色的嫩玉米同
炖，不但颜色好看，而且荤素搭配，营
养互补。

与猪肉相比，玉米蛋白质中的赖
氨酸、色氨酸、蛋氨酸含量不足，混合
食用时，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得到提
高。

玉米青豆鸡肉丁

玉米剥粒，和青豆一同焯一下
水，鸡肉切丁勾一点粉芡，油热下鸡
肉丁翻炒，至肉色变白，下玉米粒和
青豆，调料、盐适量翻炒出盘。

鸡肉肉质细嫩，是较好的优质蛋
白质食品；玉米和青豆中的氨基酸种
类不同，二者搭配，让蛋白质中的氨

基酸种类更加丰富，可以起到互补作
用，从而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

鲜玉米鸡蛋饼

新鲜玉米放入搅拌器绞碎，加入
新鲜鸡蛋搅拌均匀做成原料(不用放
水和糖)，用平底锅加入香油高火加八
成热，放入原料煎成玉米饼，清香可
口，很有营养。

食用鲜玉米以六七分熟为好，太
嫩水分过多，太老淀粉增加蛋白质减
少，口味也欠佳。

玉米洗净煮食时最好连汤也渴，

如能同玉米须同煮则降压效果更为
显著。

玉米沙拉

制玉米剥粒焯水，与香蕉、苹果、
菠萝、西瓜等瓜果切丁相拌，加沙拉
酱。

美味可口的沙拉可以使普通
的水果和蔬菜顿然生色，变出各种
诱人的味道，沙拉含有丰富的蛋黄
蛋白，有利于玉米蛋白营养价值的
提高，但因其脂肪含量高，不宜多
吃。

玉米是我们日常吃的杂粮之一，很多人非常喜欢吃玉米，几乎
想把它当主食来吃。不过，想要发挥玉米最好的营养价值，还要帮
玉米选一个好的“玉米伴侣”。

为玉米选一个健康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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