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顶尖精神病学杂志《分子精神病学》发表的一项新研究
表明，你每晚睡多长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取决于你的基因。科
学家认为，何时入睡、睡多久，在某种程度上是遗传性的。这项研究
还揭示，睡眠持续时间与诸如糖尿病、高血压和抑郁症这样的疾病
有关。有可能一个基因变异会导致睡眠问题，然后引起高血压。只
携带一个基因变异的人，睡眠时间较长且具有较低水平的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和更低的血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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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质量取决于你的基因

正宗、新鲜、营养、安全、实惠

选选择择众众参参缘缘海海参参的的五五大大理理由由
众参缘淡干海参选用今

年11月捕捞的正宗威海刺参
为原料，严格按淡干海参的标
准，精心加工制作而成。科学的
无添加加工工艺，既保证了海
参原有的天然品质，又最大程
度保留海参的营养成分，是
适合大众口味的好海参。

正宗：胶东地处黄海渤
海分界线,两海交界的水域独
具特有的地理气候特点，水
质为国家一级标准，蕴藏着
大量珍贵的海洋生物资源。
对海参的生长而言，海域环
境的优越，不仅仅是水质，还
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海泥。
作为海参食物的海泥营养之
丰富，远超其他海域。胶东的
地理位置和海域优势为海珍

产品提供了最佳的生长环
境。这里生产的刺参生长期
长，肉质肥厚，蛋白质中氨基
酸种类多，所含活性成分较
高，营养丰富而被视为参中
珍品。众参缘海参全部是从
威海海参核心海域捕捞，是
正宗的威海刺参。

新鲜：众参缘本次推出
的淡干海参，全部是用今年
11月捕捞上来的新鲜威海海
参加工而成，从捕捞、加工到
进入消费者手中，中间仅仅
20余天，保证到消费者手里
的每一根海参都是新参。

营养：一根合格的淡干
海参，其标准看的是营养含
量。一只天然有机海参要在
自然海域，以海底天然有机

物作为食物，至少生长3年以
上的时间，个体长到3两左右
才能捕捞，并且要用精湛、无
添加的加工工艺精心制成淡
干海参，才能将59种营养物
质最大限度地保存下来。

安全：干海参质量的安
全，是必须要以科学、精湛的
生产加工工艺来保障的。在
海参的整个产业链中，产地
决定海参的营养积累，加工工
艺决定了海参的品质高低！可
以说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海
参的加工，其直接影响到成品
干海参的质量。众参缘淡干海
参，是严格按照淡干海参的加
工标准，通过对新鲜海参进行
去内脏、清洗、沸煮、缩水、低温
冷风干燥加工而成。保证消

费者享用的每一根海参都是
纯淡干的海参。

实惠：众参缘海参采取
的是产地直销模式，省略了
以往的批发商、分销商、商
场、专卖店等所有的中间环
节，直达消费者手里。挤掉中
间环节的层层加价，价格自
然更低！是市场上同类品质
海参价格的一半。

众参缘海参本次特推出
三款淡干海参，在产地直销
价的基础上，还有限时特价
的海参，为的就是能让全省
的广大消费者吃到正宗新鲜
安全实惠又富营养的威海刺
参。全省包邮到家，货到付
款，快捷省心！电话 0 5 3 1 -
83182668。

关节吃饱 骨病赶跑 骨关节病痛 吃“糖”就好

骨头的营养:复合氨糖 低价领取12瓶

多年来，骨关节病痛(关
节肿、痛、变形、积液、僵直、
增生、骨刺等)导致患者活动
艰难，最令人头疼的是久治
不愈，极易反复！一旦致残致
瘫，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无穷
困扰。

现在，一种“复合氨糖疗
法”在中老年和骨关节病痛
人群中广泛流传：吃“糖”能
告别骨关节疼痛。普遍反映
吃这种“糖”效果好，一周左
右各种骨关节疼痛、肿胀、麻
木、僵硬症状明显减轻，开始
恢复活动；坚持服用一段时
间后，疼痛、肿胀等症状自然

消失，关节部位不再有“咔
嚓”的摩擦声，医院检查发现
原来破损的关节软骨已被修
复，关节面完好无损、结构正
常，弹性和抗压性已恢复，浑
身有劲，关节灵活，活动自
如，弯腰、转身、走路、上下楼
梯、运动都是顺其自然的事。

大家所说的“复合氨糖”
是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
胶囊的简称，它是一种能促
进关节软骨生长的新型制
剂，其包含了氨糖、软骨素、
有机钙三种成分，三者联用
可以加强抑制关节组织中的
多种炎症介质和氧自由基的

产生，抑制金属蛋白酶活性
及稳定溶酶体膜，从而起到
抗炎和镇痛的作用，硫酸软
骨素能加快硫酸氨基葡萄糖
渗入关节的过程，更能有效
地修复关节软骨、逆转损坏
软骨。其科学配伍、吸收好、
见效快，坚持服用百合康氨
糖4个月，对骨关节病就有显
著的修复作用，而且无副作
用，有效地抑制人体氨糖的
流失并进行补充，从而使关
节软骨弹性上升，胶原纤维
复原正常状态，进而达到修
复软骨、润滑关节、消除疼痛
的作用，远离骨关节病。

百合康复合氨糖适用
于：膝骨关节炎、手骨关节
炎、足骨关节炎、骨质增生、
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
节炎、肩周炎、颈椎病、股骨
头坏死、椎间盘突出、关节运
动损伤等病痛。普及“复合氨
糖疗法”期间买14送10瓶，买9

送3(每次不到2元钱)。
复 合 氨 糖 治 骨 热 线 ：

4000-888-92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皮肤瘙痒有绝招
断痒拔毒 一抹祛痒

俗话说：疼不死人痒死
人。奇痒难耐，抓破皮、挠出
血、用针扎、打针、吃药、抹激
素，方法用尽，瘙痒难止。痒
得揪心刺骨、彻夜难眠！

老中医陈耀祖祖传秘方
断痒拔毒膏，专治皮肤瘙痒。
无论是春夏过敏痒、脚气钻
心痒、皮炎灼热痒、湿疹糜烂
痒、风疙瘩蹿着痒、疱疹刺痛
痒、糖尿病全身痒，还是脱皮

干痒、阴囊湿痒、肛周瘙痒、
内外阴痒……只要抹上此
膏，快速止痒，百试百灵，被
人称为“断痒绝世方”。

据陈耀祖老中医介绍，
此膏绝在循经拔毒、止痒更
治痒，膏中成分就像靶向追踪
器，循经络把潜藏于体内的风、
寒、暑、湿、燥、虫、火等邪毒一
网打尽。不仅一抹断痒，还会从
皮肤里冒出丝丝凉气(祛风邪)，

或是渗出一层珠状液体(祛湿
邪)，或皮肤微微发红(祛燥火
邪)，或出现些异味黏稠物(杀菌
虫)，就像拔罐子一样，体内毒
素被连根拔出。就连多年的皮
炎、湿疹、皮癣、皮肤过敏、荨麻
疹、疥疮等皮肤病也因此好转。
干痒脱皮、皮癣脱皮、疱疹溃
烂破皮，还有常用激素导致
色素沉着及粗糙肥厚的皮肤
恢复光鲜亮泽，皮肤瘙痒不
易复发。

几十年来，使用过断痒
拔毒膏的皮肤瘙痒者无不叫
绝称奇：这药膏抹上就不痒，
止痒真是有劲儿！脚气糜烂、
一片片的湿疹、皮炎、晒出的

小疙瘩都好了！眼瞅着拔出
毒来，多年的奇痒再没犯过，
神啦！凉飕飕的立马不痒了，抹
上还不到一天，眼瞅着水疱蔫
儿了，脓水也没有了……

据老患者反映：更让人
称绝的是15秒后药膏能全部
吸收，像没抹一样，一片片的
湿疹、皮炎、红斑都好转了！
眼看着拔出毒来，有效祛瘙
痒！因断痒拔毒膏是纯中药
制剂，配方奇特，无任何毒副
作用，患者可放心使用！
祛痒热线：400-8058-120

地址：潍坊市惠康大药店(健
康街富坤大酒店东邻，人民
公园南门对面)

5分钟渗透全身淋巴系统，10分钟到达恶性细胞组织，专家提醒：

肿瘤治疗应首选生物制剂“联瑭素”
联瑭素是从甲型链球菌

中提炼出的一种能快速杀死
肿瘤细胞的神秘物质。这项发
现已被中国医学科学院称为

“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
联瑭素并被当今医学界称为治
疗肿瘤的“生物炸弹”。该药目
前已获得国家药准字认证(国
药准字H20046187)。权威肿瘤专
家向世人宣告：肿瘤治疗已经
进入了生物治疗时代，肿瘤治
疗应首选生物制剂“联瑭素”。

联瑭素是一种全新的生
物反应调节剂，肿瘤患者服用
后5分钟内能迅速渗透全身淋
巴系统，10分钟即可到达毛细
血管所涉及的各个细胞组织，
吸收率极高且无毒副作用。目
前为止，此药是我国唯一的细
胞治疗肿瘤的纯生物药品，药
物直接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又
能保护到人体的免疫细胞，并
对肿瘤患者放化疗时受损的
骨髓造血干细胞起到修复作

用。此药能彻底阻止手术后转
移，增加肿瘤患者的抵抗力。
肿瘤患者一般服用此药6-7

周，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瘤体
逐渐萎缩，特别是对中晚期及
手术后患者有效率极高。此药
进入临床以来，在全国已挽救
了18万肿瘤患者的生命，受到
了肿瘤患者的广泛称赞。

服用3-5天就能改善肿瘤
患者的疼痛、恶心；7天后，食欲
明显增强，疼痛大幅减轻，积液

和腹水减少，甚至消失。放化疗
期间的肿瘤患者，服用15天左
右，脱发现象明显减轻，白细胞
逐渐恢复正常值。联瑭素在山
东上市以来已经把近两万例患
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主治：各种恶性肿瘤、白
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
各种原因引起的白细胞和血
小板缺乏症。 咨询电话：
济南：0531-82731516
82719598

淄博：0533-2186868

潍坊：0536-8830128

青岛：0532-88869798

烟台：0535-6581387

网址：www.zlzl99 .com

肝病转阴药研制成功

肝病有救了

医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联合全国30多位权威肝病专家，历
经10年潜心研发，研制成功乙肝转阴
新药“乙肝灵胶囊”。该药在治疗肝病
的过程中不但可以抗炎、降酶、改善
肝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表面抗原
转阴”的独特效果。肝病患者服用乙
肝灵胶囊(国药准字Z20050444)对肝
病乙肝大小三阳、丙肝、脂肪肝、酒精
肝、肝硬化、肝腹水均有独特疗效。

临床显示，服用乙肝灵胶囊1-2

周恶心、呕吐、厌食、四肢无力、肝部
隐痛等不适症状逐渐消除。服用一
周期，眼睛发黄、小便发黄等症状消
除，转氨酶、胆红素等指标恢复正
常，体内病毒得到全面清除，使大小
三阳康复，处于肝病代偿期的肝硬
化、肝腹水得以逆转。

凡服用乙肝灵胶囊一周期未完
全转阴者，将免药费治疗，直至康
复。

乙肝灵胶囊能使肝病表面抗原
转阴，这是目前一个在说明书上标
示的表面抗原转阴的国家级新药，
更是一个值得肝病患者信赖的转阴
药。

原价：一周期6600元(6个月)，救
助价：2580元(6个月)

电话：0532-86786608

独家销售地址：青岛市北京同
仁堂药店(威海路148号)

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三叉神经痛

专家有良方

三叉神经痛“天下第一痛”，患者
眼、鼻、嘴、牙等处似电击、刀割、火烧
样剧痛，严重者不能说话吃饭。传统
卡马西平杀伤白细胞伤肝肾，手术封
闭损伤神经导致面瘫、智力障碍及中
风……我国四大名老中医卢芳教授
(专治三叉神经全国第一人)根据《黄
帝内经》《本草纲目》治脸痛之验方，历
经30年独创一良方“颅痛宁颗粒”(国
药准字B20040012)，该药独含神经修复
因子，强力消除血管神经痉挛，修复
受损三叉神经细胞，效果立竿见影，1

疗程说话吃饭洗脸不疼了，3～4疗程
根除三叉神经痛不复发，被誉为“专
治三叉神经第一良药”。

据悉“颅痛宁颗粒”已在济南经
二路172号济南真正医药总店(经二纬
三医药大楼)等省内指定药店畅销十
余年，详情咨询专家0531-86272430。(现
买10赠2，省内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中研医院“暖冬行动”

关爱环卫工人

12月7日，济南中研皮肤病医院
正式启动了“身边环卫工·你我共关
爱”与爱同行暖冬计划，为环卫工人
献一分爱心。

据了解，济南中研皮肤病医院
将免费为济南市上万名环卫工制作
爱心体检卡，持卡环卫工人可以免
费进行健康体检，体检内容包括血
尿常规、肾功、肝功、过敏原检测等
30多项检查，按照每天接诊30名环
卫工人，预计年底完成该工作。

同时，中研医院还将为特困环
卫工人提供大米、白面、食用油等日
用品及资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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