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华佗的麻沸散开始，麻醉发展了上千年，现今已成为医学
的重要手段，但儿童麻醉一直伴随着争议和激辩，许多人担心麻
醉药物会影响儿童智力发育。许多研究者论证了，麻醉对儿童智
力没有影响，然而相比成人，儿童麻醉的风险的确要高一些，有
可能会出现呼吸抑制或对肝肾功能产生损害。去年美国的一项
调查研究发现，如果儿童在3岁以前使用麻醉药的次数达到两次
或者更多，那么他们日后出现学习障碍的风险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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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麻醉到底会不会损伤大脑

忙忙碌碌一一年年，，来来和和谐谐广广场场泡泡茶茶吧吧
白沙溪“湘约茶吧”即将闪亮登场

当下，喝茶已成为时尚
生活的新潮流，好友相聚、静
坐小憩、商务会谈……不少
人都选择以茶会友，淡雅又
不失高尚。然而在繁华都市
里找一个可以静静品茶的好
地方，却少之又少。

近日，记者从白沙溪黑
茶山东营销中心了解到，由
白沙溪黑茶倾力打造，致力
于将时尚元素与白沙溪茶文
化相结合，满足茶友、家庭和
商务人士品茶需求的“湘约
茶吧”，即将于2015年元旦后
登陆济南和谐广场。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
白 沙 溪 黑 茶作为‘ 世 界 茶
王’，更是有着独到的文化特
色。开设这样一个时尚茶吧，

目的就是吸引更多年轻群体
和商务人士，能更直观地体
验白沙溪茶文化，让茶文化
更接地气。”白沙溪黑茶山东
营销中心、济南爱茶人商贸
总经理唐勤强表示，“湘约茶
吧”是集休闲、娱乐、商务为
一体的新概念时尚茶吧。在
这里不仅可以欣赏专业优美
的茶艺表演，还可以亲自参
与泡茶，真切感受茶艺和茶
道的艺术熏陶，与家人和伙
伴共享品茶乐趣。针对需要
安静环境的商务人士，茶吧
还可以为其提供环境清幽的
单间和星级品茶服务。

作为黑茶之源,白沙溪黑
茶已成为行业龙头品牌。中
国第一片黑砖茶、第一片茯

砖茶、第一支千两茶 ,均出自
白沙溪。加之黑茶具有降血
压、降血脂、降血糖、养胃、健
胃、通三焦、利尿、减肥等方
面的功用 ,被誉为“中国丝绸
之路上的神秘之茶”、“西北
少数民族生命之茶”。目前,白
沙溪黑茶已逐步从数百年前
的边销茶发展成畅销全国乃
至世界的知名品牌。

近年来,白沙溪黑茶山东
营销中心通过创办黑茶文化
体验馆、茶友会、茶乡探秘之
旅等活动,走在了体验式营销的
前沿,深受山东茶友喜爱和好
评，品白沙溪黑茶、会最知心
朋友，已成为健康时尚之选。

忙碌的一年即将过去，
不妨停下匆忙的脚步，到济

南和谐广场4楼“湘约茶吧”，
品一杯好茶，享一丝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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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B 联 系 电 话 : 0 5 3 1 -
85960025 13210570137

白沙溪旗舰店地址：济
南张庄路第一茶市西区12-
1 5 号 联 系 电 话 : 0 5 3 1 -
85990026 15606407670

白沙溪美莲广场体验
店地址：济南高新区新泺大
街 1 1 6 6号美莲广场 2楼 2 4 4

号 联 系 电 话 : 0 5 3 1 -
68659700 13210568550

施施恩恩寻寻求求自自我我突突破破 接接轨轨国国际际标标准准
随着“史上最严奶粉新

规”实施以来，一大批不合
格的奶粉企业退出市场，行
业秩序得到规范和良性发
展。各家企业都在不断提高
其生产与品控能力，其中伴
随着很多企业的国际化，从
最早的采用进口奶源或者
进口基粉，逐步发展到与乳
业巨头合作，施恩就是其中
之一。

施恩总经理余伟民对记
者表示，“对于施恩目前是一
个创新的契机，引入国际战
略合作伙伴，比如爱氏晨曦，
还有前不久公布的达能，对
于施恩的将来，会有很多资
源的整合，施恩的机会非常
大。”

施恩公司与丹麦爱氏
晨曦牵手之后就迎来了负

责品控的高管莱福·哈曼先
生。对施恩公司既有的生产

和品控，莱福·哈曼的评价
非常之高，“首先施恩在婴

幼儿配方奶粉方面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而且非常注重
细节的管理。比如施恩在微
生物检测方面，其实做的比
国家既有的法律法规还严
格。就施恩硬件而言，其质
量体系的标准相当高。”

据悉，近日施恩率先通
过了欧盟“BRC食品安全全
球标准”认证，成为国内为数
不多通过BRC审核的乳企之
一，施恩公司也是广东首家
获得BRC认证的乳企，意味
着施恩奶粉的品质已获得国
际权威认可。

施恩的国际化，除了进
一步提高生产和品控之外，
也是进行自我革新的需要。
只有不断的创新，未来才能
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品牌
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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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瞅着水疱变
蔫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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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富坤大酒店东临，人民公园南门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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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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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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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肿瘤瘤治治疗疗应应首首选选生生物物制制剂剂““联联瑭瑭素素””

施恩公司总经理余伟民

白白内内障障新新药药在在我我省省首首次次亮亮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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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治愈有效率极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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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免费送货，货到付款，也可到
各市指定药店购买，广大眼病
患者可拨打0531-86990609、
400-6796177详细咨询。

12月17日，中国领先的快速休
闲餐厅经营商呷哺呷哺餐饮管理
(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主板隆重上市，股份
代号520。与此同时，呷哺呷哺全国
餐厅展开“牛气上市”狂欢大抽奖，
150万份特色菜品感恩回馈各地消
费者。

据了解，2014年12月17日至2015

年1月3日，在北京、天津、辽宁、河
北、山东地区，消费者现金消费每满
49元即可参加抽奖一次，参与上市
纪念套餐、精选部位滑牛肉、任意特
色调料的幸运抽奖。大奖上市纪念
套餐特设全国5万份“锡盟精选羔羊
肉套餐+精选肥牛套餐”经典组合，
同庆“连锁火锅第一股”诞生。

呷哺呷哺于1998年在中国开创
了吧台式火锅餐饮业态，为顾客提
供独特的快速休闲用餐体验，致力
于提供符合快速休闲用餐概念的卓
越就餐体验，包括食品、服务及就餐
氛围。

呷哺呷哺

香港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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