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流传着一个偏方
能很快解除失眠抑郁痛苦
且不易复发：九月时采摘
秦岭山脉野生的酸枣仁配
以龙骨，在阴凉处干燥 4 5

天，把当归和石菖蒲隔水
蒸煮3个小时后晾干，同时
研成粉末，在火炉上烘干、
拌 匀 。每 日 取 5 克 两 次 服
用，当晚入睡困难、多梦易
醒症状缓解，数天后，就可
达到自然睡眠状态，一周
期后，心烦易怒、抑郁、情
绪低落的患者，即可恢复

正常精神状态。老人孩子都

能用，野生中药，百年偏方，

药效显著，无副作用，无成

瘾性。这个治大病的偏方经

过改良后被制成中成药，被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命名为入梦香龙枣胶

囊。

已在天天康大药房 (青

年路大华商场对面南邻，妇

幼保健院东50米路南)有售。

也可拨打：8600656
了解详情。免费送货

失眠 抑郁 小偏方

砂仁6克、金银花15克、枸杞子
10克、茯苓15克、香薷9克、加水后用
武火煮开后，再用文火熬制7天，加
入藿香油和菊花油再加入蜂蜜制
成小药丸，每次6克，日服三次，连
服3——— 4疗程即可。此方对急慢性
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鼻甲肥
大、鼻息肉有特效，一般复发性的
鼻炎，服用当天即好转，坚持服用
鼻塞、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喉部

不适、咳嗽、头痛、头晕等症状彻底
消失。目前，这一快速治疗鼻炎的
小偏方，经过改良后加入了白芷、
葛根等多味中药，经过国家相关部
门 检 验 批 准 ，命 名 为“ 5 8 味 鼻 炎
王”。5 8味鼻炎王厂家为了让更多
的患者少走弯路，郑重承诺：无效
退款，无论病史多长，病情多重，

“58味鼻炎王”治愈后不复发，五年
内复发，厂家免费治疗(经国家公证

处公正)。
好消息：12月24日(星期六)特邀

本产品专利发明者、我省著名耳鼻
喉专家李主任亲临潍坊，携带国内
先进的鼻炎检测仪器为我市患者
免费检查。需要治疗的患者将得到
相关的药品优惠，仅限一天。

地址：潍坊广康大药店(新华路
与东风街交叉口东北角)

电话：8922337

“植物油”治鼻炎治不好不收钱

“可雷乳膏”治愈皮肤顽疾
“可雷乳膏”特效治疗银屑病，

各类顽固性皮炎，湿疹等皮肤顽
疾。它采用发达国家最先进皮肤病
治疗的成果，独家精心打造的治疗
皮肤病特效外用药，实现三步强效

快速治疗，独特的萃取成分能快速
直达病灶深层，清源杀菌，灭毒止
痒，结痂干燥，消热止痛，彻底恢
复破损皮肤，系统治愈不易复发。
可雷乳膏三十天还你健康肌肤。

咨询电话：8735365

经销地址：鸢飞路南头潍坊卫

校对面(惠康大药店)免费送货

各县市区免费送货

68元血栓彻底大搬家
中联心脑清，疗效见真

情。让血管通起来，让血液
跑起来，让患者站起来。心
脏病3天见效，脑血栓3个疗
程能说会走。中风偏瘫5个
疗程站起来，生活自理,给你
一个健康的心脑。

中联心脑清，心脑同
治，广泛用于：冠心病、心

绞痛、风心病、心肌梗塞、
心肌缺血、心力衰竭、心脏
偷听、心动过速、心动过
缓、高血压、高血脂、高血
粘、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
化、脑梗塞、脑栓塞、中风
偏瘫、脑出血后遗症等各种
心脑血管疾病。打进电话免
费领取试服康复热线:8930779

快速止咳 平稳定喘 杜绝复发
仲景圣方纯中药制剂“止咳定

喘丸”消除粘痰、排除肺毒、梳理呼
吸道、提高免疫、适用于：逆转肺纤
维化、钙化、老慢支、支气管炎、过敏
性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肺纤维化、

矽肺、尘肺、烟肺、气喘胸闷等。
一盒见效，迅速改善咳、痰、喘

呼吸困难等症状。轻度患者1—3疗
程可停药，彻底康复。重症患者3-5

个疗程，各种肺病、肺心病及并发症

全部治愈不复发！感冒引起的慢性
咳嗽，2盒治愈。

专家热线8930779

地址：大华商厦对面天天康大
药房

您的关节还好吗？
据统计，55岁以上的老年

人骨关节炎发病率高达86%以
上(潍坊地区更高达90％以上，
为骨关节炎高发地区），触目
惊心的数字引起全球医学界的
关注，为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将2001年至2011年定
为“骨与关节健康十年”并在
中国上海建立了“骨关节健康
教育基地”，2009年7月在潍坊
建立了骨关节健康教育中心，

全心致力于骨关节炎的预防和
治疗。

膝关节病、颈椎病、腰椎
间盘突出、髋关节病、骨质增
生 (骨刺 )、关节疼痛、关节变
形、关节肿胀都是典型的骨关
节炎。调查显示，骨关节炎是
一种多发病和常见病，多见于
中老年及体力劳动者。专家指
出，骨关节炎的病根就是关节
软骨磨薄、变软、丢失、从而
失去保护作用，继而患者的关

节出现疼痛、肿胀、上下楼困

难、蹲起困难、僵硬不灵活、

严重者关节失去活动功能。

为了帮助潍坊地区广大骨

关节炎患者正确认识、科学治

疗骨关节炎，世界卫生组织上

海骨关节健康教育基地特派北

京大学附属医院、上海瑞金医

院等骨科权威专家于本月24日

齐聚鸢都，为广大骨关节炎患

者进行全方位咨询、义诊。

●活动时间：

2011年12月24日(周六)

●活动内容：

1、骨关节炎的预防及治疗。

2、接受北京、上海专家一对

一 免 费 义 诊 并 全 程 跟 踪 3 个

月。

3、免费享受价值100元骨密度

及骨病检测。

4、发放骨关节健康书籍。 (国

家发行刊物)。

●会诊人群：
患膝关节炎、骨质增生

（骨刺）、髋关节炎、风湿、
类风湿关节炎、颈椎增生、腰
椎间盘突出症、股骨头坏死、
滑膜炎等疾病的人群。

备注：本次活动只接受电
话预约，凭入场券进场；限报
100名；额满为止。患者需携带
有效病历及CT参加。

预约电话：8965565
8968879

“关爱骨关节健康”科普报告会
世界卫生组织（WHO）上海骨关节健康教育基地将于12月24日

特邀权威骨科专家团莅临潍坊举行免费义诊咨询活动 电话：8968879 896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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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如泥 清除结石
神猴十味黑冰片丸三大化石过

程。
一、化石如泥 从十味名贵藏

药中提取强效化石成分KFT迅速包
裹结石，渗透结石内部，将其分解
成稀泥状液体排出。

二、调节酸碱代谢平衡清除结
石形成的内环境，从根本上断绝结
石源头。

三、消除炎症 修复受损脏
器，并在结石易发部位形成隔石
网。

治疗特点：见效迅速，排石干
净，大小结石化为稀泥状液体，永
不复发，价格合理，为患者省下上
万元手术费，是中华结石病协会推
荐用药。

主治功能：胆结石、胆囊炎、

肝内外胆管结石、肾结石、输尿管
结石、膀胱结石及泥沙样发性结
石、术后残余结石等。

郑重承诺：轻度患者1-2个疗
程，重症患者3-4个疗程彻底治愈。

电话：8968879
地址：潍坊颐卜生大药房(东风

街圣荣大酒店对面)县市有售

心脏病人有救了
近来，潍坊很多心脏病

人都在服用一种神奇小药
片。吃下去后，浓烈药香直攻
心窝，绞痛、闷痛立刻减轻，
胸闷、憋气、乏力马上改善。
一些冠心病人连用3、4个疗
程到医院造影发现：冠脉堵
塞斑块没了，血脂、血压正
常，不仅搭桥手术不用做了，
连药今后也不用再吃了！据
业内人士说，这粒神奇小药
片全身充满了神奇的科技魅
力。

据科技部门消息，这粒
神奇小药片的名字叫“冠心
七味片”，是国家863科技攻
关项目，原名原方高科技新
药。它从内蒙古大草原稀有
植物中提取的TN活性因子，
它的最大治疗特点和优势
是：能够快速启动心脏跳动
的平衡系统，使心肌、冠脉、

神经、血氧同时协调发挥消
除血管炎症、化解粥样斑块，
溶解排出血栓、修复受损心
肌，贯通血氧供给的全面作
用，从根本上恢复心脏动力、
血液清洁、血管弹性，彻底拔
除心脏猝死隐患。

临床观察，神奇小药片
“冠心七味片”对冠心病、心
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缺血、
心律不齐、心力衰竭、心肌劳
损、心肌炎、动脉硬化、心率
过缓、房颤早搏、偷停、风心
病、高心病、肺心病、高血脂
血黏、高血压引起的胸痛胸
闷、气短乏力、心慌心悸、失
眠盗汗、抽搐惊厥等各种心
脏病有特效，吃上就好。

咨询电话：0536-8612116

经销地址：潍坊颐卜生
大药房(东风街325号圣荣大
酒店对面)县市有售

专家指出：早泄的病根是性
神经脆弱，器官异常敏感所致，
而补肾产品对治疗早泄根本无济
于事，治疗早泄关键在于抑制器
官敏感度修复性神经。第 2代早
泄专用药——— 五更液（超浓缩黄
金版），运用超临界流体生物技
术从 9种中草药中萃取强效延时
因子，药力威猛延时长，只需轻

轻一喷，迅速提高性神经中枢控
制力，性生活时的耐力明显增强，
当晚性生活时间大大延长，给自
己和伴侣源源不断的“幸福”。五
更液针对敏感型，前列腺型，手淫
和衰老型，精神型等各种早泄有
奇效，轻者只需一瓶，“软”“小”

“短”只需三瓶。

电话：8851028 免费送货

（打进电话，买一赠一植物
伟哥）再赠保健内裤

市区：华芝堂原八一宾馆东
300米路南

青州红太阳药店 安丘富康
昌邑济仁堂药店 诸城益寿堂 寿
光购物中心 临朐全康 昌乐葆春
堂（独家） 高密百草堂

(拒绝仿冒无效产品 )

元旦大礼
买一赠二 早泄男人一喷就好 6年疗效验证

留住女人芳心

错误使用冰箱会导致胃癌
在冰箱普及之前，人们经常用

腌制或烟熏的办法保存食物，而这
样的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硝酸盐和亚
硝酸盐，在胃中可转化为致癌的N-

亚硝基化合物，从这个方面说，冰箱
的普及和正确使用降低了胃癌的发
病率。

但随着冰箱的普及，居民吃隔
夜菜和回锅菜的几率也相应增加，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又成了胃癌促发
的一个原因。专家介绍，冰箱并非保
险箱，在冰箱的封闭空间里，很多细
菌繁殖的速度甚至更快，放在冰箱

里的隔夜菜不仅没有得到保鲜反而
被污染，而且很多菜经过回锅也易
产生易致癌物质。

年轻人家庭的冰箱拥有率明显
高于中老年人，由于工作和生活节
奏普遍加快，生活中一年四季都离
不了冰箱，长期食用久放冰箱的食
物，增加了病菌侵入胃部的几率。
当然，胃癌发病率趋于年轻化，也
不排除与吸烟嗜酒者有关。除了注
意饮食清淡，少吃腌熏食品，多吃
新鲜蔬菜外，早期排查也是防治胃
癌的好办法，早期胃癌5年生存率

可达95%。
在早期胃癌排查中，胃镜结合

病理检查的正确判断率最高，发现
的早期胃癌比例最高，而无痛电子
胃肠镜则是对胃肠最直观、最先进
的检查手段。电子胃肠镜检查，是通
过将一个类似微型摄像机的传感器
送入人体，可以清晰地将食道、胃、
十二指肠、大肠等部位的病变情况
传输到电视显示屏上，还可以钳取
多块组织或用细胞刷刷取标本送病
理检查，大大提高了筛查的准确性。

郑林

泡脚能缓解感冒症状
“生麻黄50克、杏仁50克、桑

叶50克、菊花50克、桑白皮50克、
黄芩25克、桂枝50克、细辛25

克，水煎后去渣取药液。”这
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推拿按摩科刘长信主任给一位
感冒患者开的中药处方，但这
服中药不是口服的，而是用来
泡脚的。
中医认为感冒多是因感受

外邪，肺卫功能失调所致。而
药浴泡脚就是以宣肺解表、发
汗排邪为原则。现代研究表明
黄芩、桑叶、菊花，具有抗

菌、抗病毒的作用，同时还具
有疏风散热的功效。药浴浸泡
双脚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增强
机体的免疫功能，消炎、抗菌，
缩短病程，减少并发症及预防
感冒的复发。

需要注意的是，药浴疗法
发汗适中即可，不宜过度大量
发汗。药浴疗法后要注意保暖，
防止再次着凉受寒。对于重症
感冒，如发烧38摄氏度以上的
患者，最好去医院就医，不能用
药浴泡脚代替药物治疗。

黄艳 王昌萍


	K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