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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苍蝇不怕脏

成年苍蝇携带并传播超过100种人类和动物疾病，其中包括
沙门氏菌病、炭疽、伤寒、结核、霍乱和腹泻，以及蛲虫、蛔虫、钩
虫、绦虫等寄生虫疾病。但为何这种整天盯着臭气熏天的粪堆的
生物，不会因为脏而生病？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
完成了家蝇的基因组测序，从中发现了苍蝇强大的免疫应答和
防御基因。科学家们试图由此研发能干扰其内部平衡的毒素，或
者关闭其特异性基因，杀死它们。

日前笔者在济南共青团
路宏济堂惊讶地发现一种外
用产品，只需一泡一抹，就能
轻松祛除鸡眼、脚垫、硬茧、
手足干裂、脱皮、脚气等问
题，备受青睐。据了解，这种
叫“香港易清足”的外用产品
采用国际先进的生物剥离技
术，由2名生化博士、2名医学
硕士以及多位专家依据古方
结合现代医学共同历时五年
独创研制而成。它是一种纯
天然植物活性提取物，能迅
速穿透脚部死皮、硬茧，平衡
皮下营养，抑菌清毒，使之与
正常皮层自然分离，在7-15天
左右使鸡眼、硬茧等不疼自
然脱落消失，恢复脚部健康、
完美。

据笔者观察，前来购买
的人络绎不绝，有老人、中青

年人，其中都不约而同地提
到“朋友介绍”，这就说明该
产品的口碑已在一部分患者
中广为流传。据了解“香港易
清足”除了济南共青团路宏
济堂有售外，在济南华东药
店、章丘永兴堂、济阳永康、
商河百姓、长清为民、济宁太
东、德州医药大楼三易、泰安
神农、新泰润康、聊城宝芝
林、莱芜泰济堂、菏泽曹州、
郓城永华、枣庄康维、滕州福
寿乐、滕州贵诚、潍坊颐卜
生、滨州康乐、淄博三康、临
淄百瑞、淄川恒源、临沂忠信
堂、烟台毓璜顶本草、威海益
寿堂、青岛威海路本善等药
店有售，并可免费送货上门。
笔者还打听到一个交流号码
0531-66960943，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进行联系。

鸡眼 脚垫 干裂一抹消

帕金森病(PD)，又称震颤麻痹，
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约70%的患者以震颤为首发症
状，静止时出现或明显，随意运动时
减轻或停止，精神紧张时加剧，入睡
后消失。肌强直在疾病早期则不易
察觉，一旦感觉到肢体、颈部或躯干
发僵发硬，病情就不是初期了。

颤抖和僵直是帕金森病人的两
大“死穴”，对生活影响极大，有效的
消除震颤和僵直是帕金森病人康复
的关键环节。

修复受损多巴胺神经元是消除
颤抖僵直的根本出路！

医学研究：帕金森病是中脑黑
质多巴胺神经元受损，多巴胺分泌
减少引起的。在人脑中，多巴胺是抑
制性神经递质，乙酰胆碱是兴奋性
神经递质，两者应该是平衡的关系。
一旦多巴胺神经元受到损伤，多巴
胺分泌不足，就会与乙酰胆碱失去
平衡，主兴奋的神经递质过高，导致
肌肉、关节兴奋，引起颤抖、僵直，帕
金森病开始发病。因此治疗帕金森
病，必须修复多巴胺神经元。

含神经节苷脂口服制剂是我国
帕金森病临床广泛应用的一种神经
修复药物。内含三大国际公认的神
经修复物质“神经节苷脂GM、脑源
性神经生长因子BDNF及层粘蛋白
LN”。这三大物质对多巴胺神经元
有着强大的修复作用，不论是新发
病1-3年、还是已有7年甚至10年以
上病史的帕金森病人，90%以上在
周期用药治疗后，多巴胺神经元得
以修复，与乙酰胆碱恢复平衡后，颤
抖和僵直症状随之消失。而且，康复
后，病情不反复。

您在为手抖僵直忧愁吗？你的
治疗对路吗？您想进行神经修复治
疗吗？我康复中心拥有专业的医务
人员为您提供全程跟踪服务，指导
用药指导康复，及进行心理辅导，直
至病人完全康复，欢迎广大病友来
电咨询。
帕金森康复热线：0531-86977360

帕金森：

“止颤除僵”康复快

神麒口服液 (国药准
字Z2 0 0 5 0 7 7 8 )独有的“原
子微量破核疗法”是利用
原子微量技术将药物有效
成分提纯到离子状态，专
有的“微管阻遏素”和“特
异激活因子”具有高效的
穿透力，能快速多靶点破
坏肿瘤细胞膜，阻断肿瘤
细胞微管束生成，抑制微
管解聚，裂解细胞核，使肿
瘤细胞内部爆破凋亡，精
确、高效杀灭肿瘤细胞。作
为我国首个原子微量破核
疗法抗肿瘤药神麒口服液
的研发凝结了26位中日顶
尖专家1 5年的心血，其生
产工艺采用了国际领先的
原子微量技术，使药效提
高了十几倍。神麒口服液

采用国际医学界倡导的口
服液剂型，杀灭肿瘤细胞
迅速，缩短患者用药周期，
进而节省患者治疗费用，
是目前肿瘤治疗中性价比
很好的药品。

经全国21家医疗机构
临床试验验证：肿瘤患者服
用神麒口服液对肺、肝、食
道、胃、脑、淋巴、骨、乳腺、
宫颈、肠、白血病等恶性肿
瘤有效率高达96 . 5%，并可
配合手术及放化疗使用减
毒增效。3分钟起效，5分钟
到达恶变病灶组织，服用15

天，疼痛减轻，饮食、睡眠、
精神得到改善；持续服用，
肿块逐渐缩小乃至消失。

咨 询 电 话 0 5 3 1 - -
86697655 15552509379

最新医学报道

治治疗疗肿肿瘤瘤神神麒麒口口服服液液是是首首选选

独创牛皮癣新疗法
山东边防总队医院牛皮

癣研治专家组，多年来联合国
内外皮肤病学、基因学、免疫
学有关专家共同研究与探索，
已成功运用自体免疫细胞激
活疗法，治愈万例牛皮癣患
者，外病内治，无须忌口。为了
让深受牛皮癣困扰的广大患

者体验神奇的疗效凡10月20

日--11月20日期间每天对前5

名初诊患者提供一疗程的免
药费体验治疗。

预 约 热 线 ：0 5 3 1 -
88551120

地址：济南解放东路59
-3号(政法学院东门)

失眠抑郁精神分裂

用我6天

本产品在美国临床8年，针对

顽固性失眠、抑郁症、焦虑症、强

迫症、恐惧症、神经官能症、更年

期综合征、精神分裂症 (以上疾病

症状：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敏

感多疑多虑、自卑自闭、思维行为

强迫、自言自语、幻听幻觉)效果意

外惊人。不管病情有多重，病史有

多久，服用消郁灵5-10天都有神奇

效果出现。轻者3个疗程可走向康

复，重者6个疗程就能摆脱疾病困

扰，重获健康生活。郑重承诺：买3

送1。

咨询电话0531-80950193

地址：华东大药房(济南大观园

东图大厦北)

乙乙肝肝能能否否治治愈愈？？一一测测便便知知
我省首家乙肝病毒变异耐药检测试验室
在济南中医肝病医院成立

有很多的乙肝患者漫长
的治疗过程中尝试过很多的
治疗方法、吃过很多的抗病毒
药物，但是到最后还是不可避
免地使乙肝向肝硬化发展。据
专家孙新荣主任介绍乙肝病
毒之所以难以清除并不是因
为乙肝是一种“不治之症”，而
是因为在治疗过程中对乙肝
病毒变异的情况没有全面检
测，盲目用药导致乙肝病毒变
异，产生耐药性。

乙肝病毒基因发生了变
异以后药物治疗没有根据变
异情况来对症下药，这就使药
物在肝病的治疗过程中不但
没有缓解病情的作用反而减
重了病情，使乙肝发展为肝硬
化，治疗不当甚至引发肝癌。
乙肝病毒变异、耐药检测技术
被欧美广发的使用于肝病的
临床治疗。济南中医肝病医院
在省内首先引进并采用此项
技术。

乙肝病毒变异、耐药检
测技术为治愈肝病提供科学
保证

乙肝治疗最忌讳是没有
经过科学的检测而根据经验
实行“一刀切”的治疗方案，这
就是为什么在肝病治疗过程
中，乙肝不但没有快速治好反
而会成为无法根除的“顽疾”。

济南中医肝病医院通过

三万两千多名患者的治疗观
察，先通过"病毒基因DNA定
性定量检测"和"高通量病毒
基因变异(耐药)生物芯片检
测"对病人的病情做到全面细
致的掌握，然后在这些数据
的指导下来选择治疗药物的
搭配，联合德国超氧自体血
激活疗法，使治疗效果数十
倍提升。

为了改善乙肝防治现
状，更好地提高乙肝临床治
愈率，专家建议乙肝患者，一
定要定期检查病毒耐药、变
异，防治由于耐药变异导致
治疗失败。

感恩回馈优惠活动

为回报读者，让更多久
治不愈的肝病患者早日康
复，凡持本报前来就诊的患
者，均可享受以下优惠：

1、乙肝五项、肝功能、彩
超、丙肝抗体、DNA、病毒基
因变异耐药检测全部免费

2、德国超氧、DC-CIK免
疫疗法等补贴3000---15000元

3、所有来诊患者赠送转
阴针一组(价值560元)

为确保诊疗服务质量，
每日限额20人，请提前拨打

“济南中医肝病医院”电话预
约0531-8872 1111

官网：www.zygbyy.com

先先天天性性脚脚趾趾畸畸形形治治疗疗新新模模式式
先天性脚趾畸形包括漂

浮趾、多趾、并趾、多并趾、拇
内翻、巨趾症等，严重者影响
足部外观和功能，是儿童发
病率最高的先天性疾病之
一。该病确切病因不明，一般
认为与环境因素、遗传因素
有关，根据病史及临床体格
检查即可明确诊断，依据X

线摄片可明确畸形的类型及
骨骼关节生长情况。

父母带孩子就医时，医
患沟通非常重要，需根据病
情制定合理的个性化治疗方
案。先天性多并趾畸形的治
疗根据疾病程度的不同而
异，简单的皮赘型多趾可在
生后早期手术切除；对于复

杂的包含有关节骨骼连接的
情况，手术之前要充分评价
畸形的程度和类型。需要提
醒的是，一般在孩子6月-3岁
手术切除更好，此时孩子还
没到幼儿园，不会被别的小
朋友歧视，孩子长大后只需
告诉他脚上的刀口是小时调
皮留下的，这样做对孩子健
康成长有好处。错过这一时
机，手术时间则多选择在6岁
前、上初中前、高中前、大学
前、工作前、结婚前等几个阶
段。

先天性手指畸形也非常
多见，同样需要早期积极的
治疗，因为手是人类的第二
副面孔，除了对功能要求高

以外，对外形也有很高的要
求，所以手术要充分考虑功
能和外形的设计，以求完美。
早期解除痛苦，让孩子拥有
一个快乐美好的童年是山大
二院手足外科医生最大的愿
望。该科创建了系列新术式
治疗小儿先天脚趾畸形，改
变了国内外原来需植皮才能
修复的固有模式，分趾不需
植皮也可获得良好的外形，
减少了不必要的损伤。这一
术式在全国学术会议报道后
获得广泛好评，到山大二院
手足外科就诊的患者来自全
国各地。

值得一提的是，山大二
院手足外科主任胡勇从2005

年就开始主攻足踝外科，并
开展了大量足踝疾病的治疗
工作，此前是山东省立医院
手足外科的知名专家，在山
东省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在胡勇的带领下，组建了山
大二院手足外科，并于2014

年9月28日成立了山东大学
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中心，成
为山东省首家省级足踝外科
中心。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足
踝外科中心的成立，将极大
地推动山东省足踝外科水平
的发展，也为山东省足踝外
科走向全国及世界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足
踝外科中心)

帕帕金金森森病病、、三三叉叉神神经经痛痛、、面面抽抽的的治治疗疗
帕金森病主要表现为手脚

抖动、肌体僵硬、运动迟缓等，
发展到后期会导致瘫痪。药物
治疗如美多巴等只能暂时控制
症状，患者在服药一段时间后，
药物疗效会逐步下降或出现毒
副作用。济南456医院神经外科
引进美国“细胞刀”这一先进治
疗手段使患者在完全清醒和无
痛苦的状态下立刻消除震颤、
僵硬、运动缓慢不灵活等症状。

“细胞刀”是一套手术系统，是
在CT和MRI扫描下，通过计算
机做手术计划，然后局麻下医
生将发丝大小的微电极导入脑
内，准确测到脑内的“震颤僵直

细胞群”，再射频消除震颤僵直
细胞，术后震颤立即停止，僵硬
肢体即灵活，由于该技术达细
胞水平，故称“细胞刀”。术中病
人清醒，无痛苦，次日可下床活
动，是一种微创、安全有效的治
疗帕金森病的好方法。目前医
院神经外科赵永更主任已治疗
了众多帕金森病患者。

三叉神经痛主要表现为一
侧面部或牙龈骤然发生剧烈疼
痛，如放电、刀割样、针扎样，说
话、刷牙或吃饭时都会导致阵
发性剧痛，历时数秒或数分钟，
疼痛反复发作。患者常因此不
敢擦脸、进食。药物治疗不仅副

作用大，而且只能暂时止痛，无
法治愈。

面肌痉挛也称面抽，是由
于一侧面神经支配的面部肌肉
跳动。起病多从眼角开始，然后
涉及一侧面部，抽搐呈阵发性
且不规则，可因疲倦、精神紧张
等而加重，严重影响工作、生活。

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多
发于中老年人，虽然临床表现
不一样，但是病因一样。主要是
脑内变异、硬化的小血管压迫
面神经或三叉神经所致。

微血管减压术是针对三叉
神经痛和面肌痉挛的病因进行
治疗的方法，其手术仅需在病

人的耳后做一个小的切口，暴
露出神经被血管压迫处，用特
殊垫片垫于神经和血管之间，
将神经血管分隔开来，手术后
患者的症状会立即消失。这一
方法具有根治性、不切断神经
和创伤小等优点，是国际公认
的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
的安全有效方法。作为一家大
型的三甲医院，济南456医院神
经外科自成立以来，在赵永更
主任的带领下已成功为众多患
者施行了微创手术。

医院地址：济南市无影
山路25号 咨询电话：0531-
68815159 6881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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