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雪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时节也进入仲冬了。这一季节，天
气开始变得更为寒冷。大风、大雪将会经常出现。如果雪下得较大，
积雪不化，人们在大雪中待久了极容易患上“雪盲症”，即“雪光性
眼炎”。该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由雪地反射到
人眼角膜上，引起角膜损伤，症状为畏光、流泪、异物感、奇痒、刺
痛、水肿，因此雪地逗留的时间不宜太久，如雪地工作或旅游观光
应戴上具有防紫外线功的墨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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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里应防“雪盲症”

“腰突”颈椎病

治疗宜早不宜迟

应应对对雾雾霾霾，，找找““抗抗霾霾高高手手””三三洋洋帝帝度度空空气气净净化化器器!!

气温骤降，颈腰椎病患者备受
煎熬！很多患者在尝试药物、按摩、
针灸等方法无效后选择置之不理。
民间奇人王立财认为，颈腰椎病治
疗宜早不宜迟，早治疗不但可少受
罪而且可避免恶化，反复发作者不
妨试试外敷方。

我是王立财 ,世居吉林通化 ,历
经20余年研发出颈腰椎病、胃病奇
方(胃病我另有食疗偏方反馈更佳 ,

可先试后买)。凡腰突、颈椎病重症
者,别人用活血化瘀,我反用水蛭、土
虫等血肉之品行破血之法 ,效果超
乎想象 ,本人据此研发出百脉外敷
中药袋 ,每天只需睡觉时外敷12小
时即可。凡不能下床弯腰、行动不便
者,外敷一次即显神奇。很多患者使
用1个月左右 ,病好后重新开车、跑
步、爬山均不耽误。本人因此获国家
专利2008103020868,被录入《世界人
物辞海》并被誉为中医奇人。本人谨
记祖训不做欺诈虚伪之举 ,以行医
30年信誉担保决不欺骗患者。目前
该方加强型上市(128元/盒),现寻100

名重症者零风险体验，速拨王大夫
热线4000030600订购。敬请康复者代
我宣传,谢谢!

12月7日，气象台发布霾
黄色预警信号，我省有7个城
市已达到重度霾，3个城市为
中度霾。而在当天，河北省石
家庄、邯郸等地也发布了霾
黄色预警。除建议外出时戴
上口罩外，气象台还特别建
议呼吸道疾病患者尽量减少
外出。

进入冬季，雾霾黄色预
警频繁，不仅给人们出行、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同时也
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儿童
和老人的抵抗力较弱，雾霾更
容易侵入，对孩子和老人的呼
吸系统造成的影响更严重。

每一天，我们都在承受
雾霾，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
个问题？

应对污染，选择“抗霾高
手”三洋帝度空气净化器，快
速并且有效！

三洋帝度DK-L2512空
气净化器，是三洋帝度DK系
列(2510、2511、2512)中最高端

的一种，该款产品集九大技
术于一身！其中顶尖AQI八
重复合过滤网是三洋独有，8

层滤网层层功能强大！银离
子过滤层抑制各种形式的微
生物、细菌。化学催化层 I对
空气中的二氧化硫进行催化
分解。化学催化层II将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专项催化。吸附
过滤层分解有害苯、醛类有
机污染，延长过滤器整体寿
命。前置过滤网过滤大颗粒
悬浮物、动物毛发和衣物纤
维。HEAT过滤层对0 . 3微米
以上的颗粒过滤达到99 . 7%，
高效过滤PM2 . 5。臭氧分解层
高效臭氧催化分解过滤材
料，持久将臭氧还原成氧气，
单次净化率大于98 . 5%。光触
媒过滤层对甲醛、病毒过滤，
紫外线杀菌，目前为止是国
际上领先的安全和洁净的环
境净化材料。

三洋帝度空气净化器特
别适用的场所：

●新装或者翻新的居
所：家具、地板等缓慢释放的
甲醛；油漆、塑胶制品释放的
TVOC(总挥发性有机物)：天
然材料的放射性氡污染。

●有老人、儿童的居所：
霉菌、真菌、细菌等微生物；
螨虫碎屑过敏原、腐败过程
的气味。

●较封闭或受二手烟影
响的居所：吸烟颗粒物、换气
引入的PM2 . 5、PM10、O3、
NO2、SO2、化学污染等刺激性
污染物。

●有孕妇、新生儿的居
所：霉菌、真菌、细菌等微生
物及挥发性的有害污染物。

●饲养宠物的居所：宠
物的毛发、细菌和体味等。

●有哮喘、花粉过敏、鼻
炎人员的居所：烹饪油烟；吸
尘器排放细微颗粒物等污染
物。

DK-L2512空气净化器
市场最高价4998元，天猫旗舰
店2398元，本次面向读者特供
工厂价1799元，您只需拨打一
个电话0531-83182668，宅急
送快递包邮到家，货到付款，
快捷省心！

美国科研组经过十几年
的研究证实，在人类神奇的
大脑中，边缘系统的“海马
区”是最早生成发挥功能的
部分，管理着睡眠中枢、记忆
中枢、精神运动、情趣反应
等，由于压力大、环境污染、
精神打击等原因，使“海马
区”血供减少，海马区中的神
经干细胞无法得到足够的营

养时，海马区便会萎缩。人体
就会出现失眠早醒，多梦易
醒，情绪低落，自卑自闭，悲观
厌世，行为异常，敏感多疑，恐
惧强迫，幻听幻觉等症状。

美国专利消郁灵在美国
临床8年，针对顽固性失眠、
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恐
惧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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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可完全康复，重者
6个月就能摆脱疾病困扰，重
获健康生活。

美国专利消郁灵中国上
市10年，深受广大患者好评，
以神奇的效果为基础，康复
了一个又一个。很多患者面
对鱼龙混杂的产品都迟疑

了，如何让患者安心用药早
日康复成了迫在眉睫的问
题，为了消除患者顾虑，消郁
灵郑重承诺：买10盒送5盒，
真真实实治病，让患者看得
明白用得放心。
咨询热线：0531-80950193 400-
665-3779(免长途费不占线)

经销地址：华东大药房(济南
市大观园站旁)

失眠 抑郁 精神分裂 就用美国专利产品

一个治疗便秘的新发明
不打针、不吃药，不伤肝肾，轻松解决老便秘

治老便秘，有一秘方，屡
试不爽！长春军医郭老医生
专家组集毕生心血研究发明
的强效奇方公开——— 将白
芷、牡丹皮、紫苏梗、沉香阴
干，利用美国生物技术提纯，
加入冰片精致成膏，只需在
肚脐上抹一点，轻柔30秒，即

可轻松排出香蕉便，浑身轻
松，小腹柔软舒服，胃胀、泛
酸现象消失，1-2个疗程即可
停药，每日定时轻松排出香
蕉便，有效消除因长期宿便
引起的女性色斑重，皮肤粗
糙，脂肪堆积，中老年三高、
头晕乏力等现象。效果神奇！

因为是纯中药药膏，不含任
何激素和泻药成分，不会对
肝肾、胃造成刺激和负担。老
人、孩子都可放心使用。

该方原来只在医院内部
使用，目前国家已经批准专
项生产，该产品为《便秘软
膏》，已经通过吉林三甲医院

三年多的临床检验，国家药
监总局已正式批准为外用、
国药准字、OTC甲类治疗型
新药，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
国家发明专利，获20年的专
利保护。

好消息：厂家拿出100万
专项资金回馈便秘患者，每
天前20名打进电话者，可享
受成本价优惠，详情可咨询 :
0531-86569591、400-6968369

各市药店有售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白内障新药

在我省首次亮相
眼病患者无需

打针吃药、手术开刀

近日，一种治疗白内障的新方
法首次在我省亮相，引起市民的广
泛关注。既不用打针吃药，更不用手
术开刀，只需睡前轻轻往眼睛里一
点，就能康复白内障，恢复清晰视
力。

这种叫做退障眼膏的新药，由
著名眼科专家金世勋教授潜心九年
研制出来的专业治疗白内障的新方
法———“双蜕退障疗法”。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白内障主
要是由于眼组织缺少“双蛋白酶”，
导致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变性蛋白
无法及时分解排出，附着在晶状体
表面所形成的，是眼睛发病的主要
原因。

退障眼膏是从“冰蛇”蛇蜕和
“雪蝉”蝉蜕中提取的高活性“双
蛋白酶”和脂溶性小分子药物，完
全渗透进眼球组织内，快速溶解
变性蛋白、自由基等眼毒素，打通
排毒通道将眼垃圾排出，实现眼
病自然康复。同时激活角膜细胞，
促进角膜更新，修复“血眼屏障”，防
止眼病复发。对白内障、玻璃体混
浊、老花眼、黄斑变性、飞蚊症等眼
病的有效率极高，无复发。国家药监
局将退障眼膏批准为国药准字号新
药(批准文号：Z21020523)，并授予甲
类OTC，同时列入“国家中药重点
保护品种”。

特别消息：“中华光明工程”大
型公益救助活动已经来到我省，【退
障眼膏】是本次活动的指定救助药
物，我市广大眼病患者可拨打0531-
86990609、400-6796177详细咨询。

各市药店有售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死角拔毒新疗法 三盒治好肠胃病
每天前20名打进电话者 享受成本价特惠体验

胃肠病久治难愈，极易恶变
为癌肿。由于胃肠存在许多褶
皱，加上胃三小时排空一次，传
统片剂、胶囊、汤剂药物成分被
短时间内排出体外，很难深入胃
肠褶皱病灶。时间一久就形成

“胃肠死角”，成为致病根源，导
致胃肠病反反复复久治不愈。

近日，中华老字号慎德堂

“死角拔毒疗法”被爆出后，立
即吸引了无数胃肠病患者，不
管是几年还是几十年的老胃
病，老肠炎，只需30分钟，胃酸、
胃痛、胀气、打嗝、腹泻、便秘
等不适症状全部消失，保证药
到病除，且愈后不反复。

中医药研究院对其进行了
专项研究，结果表明，之所以效

果这么好，是因为特有的糊状
剂型顺着胃肠壁可以深入到所
有的沟壑、褶皱之中，像“膏药”
一样牢牢地附在每一处受损的
胃肠黏膜，其特效成分能迅速
拔除潜伏在死角的所有病菌，
再生新的胃肠黏膜，促进自身
有益菌生长，恢复胃肠健康。药
效可持续12小时，彻底解决药物

难在胃肠停留的难题。一药双
方，治养同步，相当于同时吃消
炎药、止酸剂、修复剂、健胃片、
益生菌等多种药。见效明显，不
伤肝肾。据查实，这种新疗法名
为“云南糊药”，已被列入保密
配方、中药重点保护品种，正式
批准为国药准字、OTC治疗型
新药。

详情咨询：0531-86552268、
400-0681277

各市药店有售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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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抖和僵直是帕金森病人
的两大“死穴”，对生活影响极
大，有效地消除震颤和僵直是帕
金森病人康复的关键环节。

治疗帕金森，认清根源是
首要的。帕金森病是因中脑黑
质多巴胺神经元受损，多巴胺
分泌不足导致的，因此，治疗

帕金森、消除颤抖僵直修复多
巴胺神经元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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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
抖和僵直症状随之消失。而且，
康复后，病情不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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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心
理辅导，直至病人完全康复，欢
迎广大病友来电咨询。

《24位帕金森病友的幸福
生活》面向济南病友开赠

翟兆贞、刘通亮、苏彦波、
田晨、于效珍、马七斤……24位
帕金森病友的名字，每一个名
字后面都有一个不平凡的与帕
金森病抗争的故事。现在，他们
的故事被集结成册，86页铜版
纸印刷、近10万字真实写作，为
迷茫的您带去健康的希望。现
在，大家只要拨打电话即可免
费领取，前50名病友还可获赠

“康复博士光盘”一张。
免费领取热线：0 5 3 1 -

86977360

帕金森：止颤除僵康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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