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来，节食者一直都怀疑体重控制不仅仅是简单的“卡路
里加减法”。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减肥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
因素：饮食时间表。研究人员发现，在规定时间内摄取高脂肪和
高糖饮食的小鼠，并没有患上肥胖和代谢性疾病。这一研究结果
强调了饮食时间限制在对抗人类肥胖及相关代谢紊乱疾病中的
作用。掌握了这一饮食节律，将来不用改变饮食或无需锻炼可能
也会获得不错的减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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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吃是减肥的关键

肝病久治无效 问题出在哪里？

肝病病毒变异耐药检测引入临床 诊疗实现质的飞跃

从肝病初期到肝硬化，为
何病越治越重？

小杨五年前查出肝病，吃
了不少药，但是病情反反复复
不见好转。最近肝区疼得更厉
害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告
诉他已经发展成肝硬化。拿着
检查结果，小杨百思不得其
解，怎么这病还越治越重了
呢？

为了找明根源，济南中医
肝病医院的达朝梅主任让小
杨做了乙肝病毒变异耐药检
测，发现他P区点发生了病毒
变异。达主任指出：“P区点病
毒变异一般说明患者已经对

拉米夫定或其他核苷类似物
产生耐药，像小杨这样继续使
用拉米夫定治疗，不仅疗效
差，病情反复无常，而且病情
恶化的几率很高，发生急性肝
坏死的可能性也很大。”

笔者了解到，很多肝病患
者遇到这样一个怪现象：刚开
始用拉米夫定等抗病毒药物
很管用，病毒量短时间内就降
下来，可是长期服药后，病毒
量又升上来，还有加重迹象。
专家称这是因为肝病病毒基
因发生变异，导致耐药。

肝病检测全面、精准，才
能保证治疗事半功倍

“肝炎病毒基因变异耐药
检测可帮助医生科学诊断病
情，根据患者体内病毒的基因
类型分型而治；根据病毒是否
变异耐药随时动态监控病毒
发展方向，以便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再配合德国超氧自体血
回输疗法进行治疗，大大提高
了治愈率，临床上，部分患者
一个疗程即实现了病毒转
阴。”达主任说新的检测手段
对于预防耐药和指导治疗具
有重要意义，目前济南中医肝
病医院对该技术的开展走在
了同行的最前端，达到国际最
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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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5000元

3、所有来诊患者赠送转
阴针一组(价值480元)

请拨打“济南中医肝病医
院”电话预约0531-88721111

官网：www.zygbyy.com

长期脑鸣

影响寿命

脑鸣是脑细胞缺氧、脑髓空
虚后形成的一种类似蝉鸣、虫蛀、
电流一样的响声 ,中医称之为“髓
虚空鸣”,令人非常烦躁；不及时
治疗会导致失眠多梦、头晕、心烦
气短、记忆力下降等 ,更有甚者睁
不开眼睛 ,吃不下饭 ,让人痛苦不
堪。专家提醒 :长期脑鸣 ,会导致高
血压、脑垂体引发的性功能障碍 ,

脑动脉硬化以及脑萎缩等疾病。
因此脑鸣一定要抓紧治疗 ,千万拖
不得。

目前国内首个针对脑鸣病因
研制的产品脑鸣康胶囊已正式上
市 ,它以雪域高原的红景天为主要
原料 ,利用高科技提取出“脑髓生
长肽”和“神经修复酶”,增加脑髓
细胞 ,改善脑细胞缺氧状况 ,从而
有效远离脑鸣。一般一个疗程脑
鸣就可消失。告别脑鸣 ,一身轻松 !

据悉脑鸣康已被我省新济药店
(大观园北门西邻 )独家引进 ,具体
可拨打免费热线400-633-7638详
细咨询 ,省内可免费送货 ,货到付
款。

股骨头坏死有了新方法

“真没想到，我这十几年
的股骨头坏死竟让“生骨宝”
给降伏了！这生骨宝就是厉
害！”“贴上就不疼，还不用手
术。这才用了半年，就扔掉了
双拐，活动自如；连拍片的医
生都吃惊。”

“生骨宝”独含破骨代谢
酶和活骨生长素，以“清腐
骨，长新骨”为技术核心，药
效长，浓度高；安全方便，被
誉为“股骨再生专家”。经大
量患者证实：生骨宝对股

骨头坏死引起的患侧臀部
(腹股沟 )疼痛、患肢膝关节
疼 痛 ( 畏 寒 ) 、活 动 酸 痛 无
力、跛行、行走迟缓等症使
用30天：疼痛明显减轻，负
重增强，股骨关节灵活；一
疗程：疼痛消失，行走更加
自如；两到三疗程：身体功
能障碍清除，患者有望实
现正常生活。全省咨询热
线400-016-7158，经销地址：
新济药店(大观园北门西邻)

省内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俗话讲：“人老先从足下老”。专
家指出：脚底出现鸡眼、硬垫、干裂
使脚部经络循环不畅，危害严重。

“香港易清足”采用靶向生物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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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无痛自然脱落，轻松祛除脚茧、脱
皮、干裂、脚气等手脚问题，恢复脚
部健康、完美。

咨询：0531-66960943(免费送货)

经销：共青团路68-1号；大观园
华东；二环东路四世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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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华源；莱芜太
济堂;菏泽曹州;郓城永华;枣庄康维；
潍坊颐卜生；淄博三康；临淄百瑞；
淄川恒源；烟台毓璜顶本草；滨州康
乐 ;临沂忠信堂 ;威海益寿堂 ;青岛威
海路本善

鸡眼 脚垫 干裂

一抹消

白白沙沙溪溪““馆馆藏藏千千两两··百百两两茶茶””
在传承与创新中彰显尊贵

千两茶，20世纪50年代濒
临绝产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被誉为茶文化的经典，茶
叶历史的浓缩，茶中的极品。

2013年，作为历史上3次复
兴千两茶的首席黑茶品牌白
沙溪，延续历史荣光，再次问
鼎中国黑茶荣誉巅峰。在建企
71周年之际，重新限量制作了
一批馆藏千两，捐赠给相关博
物馆珍藏，以示纪念。

2014年，白沙溪隆重推出
【馆藏百两】之“天、地、人、和”
系列组合产品。以天赋灵犀的
专属，天地人和的神韵之品，带
着与生俱来的尊贵气质，悠然

而来，敬呈有缘者共赏共品。
白沙溪推出的【馆藏十

两】之“吉祥、如意”礼品组合
产品，同样品质非凡。“吉祥、
如意”甄选安化腹地珍惜小产
区茶园的茶叶为原料，产业与
青山、云雾为伴，以清风、明月
为侣，表山川之灵气，集天地
之风露，承先人之智，历练千
两神韵，再续馆藏之风采，极
致非凡。

白沙溪此次推出的馆藏
百两茶、馆藏十两茶按白沙溪
传统独特的百两茶与十两茶
制作工艺精制而成，采用正宗
安化大叶种原叶与部份三年

陈左右的老料拼配，滋味更显
醇和。

随着黑茶消费热潮在国
内外日益兴起，如今的【白沙
溪馆藏千两】被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亲睐。随着商潮大势的牵
引，文化因素的沉淀，健康养
生的生活导向，白沙溪黑茶的
收藏价值也逐年提高，且风险
较低。【馆藏千两?百两茶】之
天、地、人、和系列组合产品及

【馆藏十两茶】之吉祥、如意礼
品组合，其收藏价值尤其不容
小觑，百世经典，一支传承，超
越时间，价值永恒。

白沙溪黑茶体验店地址:

济南张庄路广友茶城东区801

号爱茶人黑茶馆 联系电话:
0531-85993006 18615657551

白沙溪形象店地址:济南
张庄路第一茶市1号楼1-46B

联系电话 : 0 5 3 1 - 8 5 9 6 0 0 2 5
13210570137

白沙溪旗舰店地址:济南
张庄路第一茶市西区12-15号

联系电话 : 0 5 31-85990026
15606407670

白沙溪美莲广场体验店
地址:济南高新区新泺大街1166

号美莲广场2楼244号
联系电话:0531-68659700

13210568550

近日，济南市第二人民
医院(济南眼科医院)发布的
数据表明，截至12月份，该院
屈光手术中心2014年开展的
近视治疗技术——— ICL术勇
创济南市该项手术最高手术
量。

该院屈光中心刘蕾主任
介绍说：ICL人工晶体植入
术是将一种由先进胶原蛋白
材料collamer制成的柔软晶
体，通过一个微型切口植入
眼内，安放在人眼晶体前安

全区，达到矫正近视及散光
的目的，整个手术仅需要15

分钟左右。
I C L人工晶体植入术

不去除、不破坏眼角膜组
织，可大范围矫正近视(200
- 2 0 0 0度 )、远视 ( 5 0 0 - 1 0 0 0

度 )和散光 ( 1 0 0-600度 )。由
于 I C L是长期植入眼睛内
部，所以无需维护，成为角
膜薄、度数高、干眼症患者
的首选。

(郑南南)

济南市二院ICL手术量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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