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款名为Stethee的无线听诊器问世。Stethee可以让你在

家里就能监控你的心脏和身体。当你将Stethee放在左胸前并按压

它3秒后，Stethee便会结合App开始监测你心脏的活动。也就是说，

使用者可以将跟踪、监控到的信息通过App发送给家属或者医

生。把Stethee放在家中，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紧急情况，使用

Stethee测量后都可以保存这些数据，并可以提供给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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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听诊器随时监测身体

健康普洱 齐鲁飘香

明明前前茶茶大大量量上上市市 为为何何难难觅觅普普洱洱踪踪迹迹 顽固性失眠 抑郁症

精神障碍用美国消郁灵

俗话说：“明前茶，贵如
金。”再过几天就到清明节了，
不少名优绿茶都以清明节作
为时间节点，推崇节前所采收
的茶叶，并以此为茶中珍品，
但普洱茶，尤其是以乔木古茶
树茶青为原料的普洱茶却罕
有新茶面市，这是为什么呢？

明前茶多见于传统的江
南茶区，山东日照、济南、泰山
等南茶北引地区因为气候干
燥偏冷，茶叶发芽较晚，所以
明前茶的概念并不明显。云南
的春茶则泛指二月到五月中旬
所采摘的鲜叶，可见普洱茶春
茶面市较晚，并非气候原因所
致。因为采摘要求、制作工艺的
特殊，普洱茶从采摘到制作成
为可以出厂的茶饼需要至少
两周以上的时间。因此，明前
上市的大多是普洱茶毛料。

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以
及悠久的植茶历史，保留了大
量成百上千年的乔木古茶树，

近年来出于对原生态和口味的
追求，用古茶树原料制作普洱
茶蔚然成风，但与茶园茶不同
的是，这些树龄百年以上的古
茶树发芽时间较晚。据统计，近
十年来，云南古树春茶采摘时
间约为3月中下旬至5月中旬，茶
树树龄越大，发芽时间往往也
越晚。所以，即使在云南，台地
茶、古树茶的采摘时间也有所
不同。

另外，普洱茶制作比其它
茶类耗时。从鲜叶到成品，中
间可以细分成十几甚至几十
个工艺流程，而且其中任何一
个环节都会对普洱茶最终的
品质以及转化的前景造成影
响。譬如杀青的时机、揉捻的
力度、晒青的时间、干燥的时
间及温度等，可以说是牵一发
而动全身。所谓欲速则不达，
如果为了尽快上市而缩短制
作时间，茶饼含水率过高，可
能会导致发霉；如果使用高温

烘房加速干燥节省时间，则有
可能影响普洱茶的后转化。

不同的采制标准，得天独
厚的高龄茶树，迥异的生产工
艺，是普洱茶千变万化口感产
生的源泉，但也让普洱茶，尤
其是古树茶，错过了明前的盛
宴，但多等些时日，当普洱茶
独具魅力的茶汤入口后，你会
觉得这一段不长的延宕绝对
值得，正如你为普洱茶陈化而
做出的等待。

茶马史诗济南旗舰店欢
迎您前来品茶，加入茶友会，
畅想茶生活！

济南旗舰店：济南市经十
路17513号(历山路与经十路交
界口往西100米路北)

天下普洱茶国茶马史诗
旗舰店是专注于普洱茶定制
与养生的茶叶品牌，现面向全
省诚招渠道、代理商。

咨询电话：13065076666
13793115205 15098782726

““四四招招””帮帮你你选选好好干干海海参参
海参作为传统的高级滋

补品，养生之王，随着近两年
价格的越来越亲民，受到广
大消费者的追捧，但大家在
挑选干海参时都有一种困
惑，市面上海参销售价格跨
度很大，品质也是参差不齐，
让人不好把握，高价海参高
达上万块钱一斤，而便宜的
海参卖价不到一千甚至更
低。为什么价格相差这么多？
可以说大部分消费者只是知
道海参是上等滋补品，但对
于怎么挑干海参了解不多，
购买海参的时候都是依靠各
自的经验：看个头大小，看外
表颜色，还有的要亲自尝尝
干海参的味道……

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
不可能买完海参后先去实验
室进行检测，那么我们如何

能使用简单的方法就挑选出
安全的并且营养价值高的干
海参呢？

本文主要针对干海参的
挑选，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作
为您购买海参时的一个参考。

1 .外观：按干海参标准工
艺加工的干海参，外观整洁，
其色泽为黑灰色或灰色，也
有的为黄褐色，体表颜色有
深有浅。体形完整端正，个体
均匀，大小基本一致，结实而
有光泽，刺尖挺直且完整，嘴
部石灰质显露少或较少，切
口小而清晰整齐，腹部下的
参脚密集清晰。

2 .手感：干海参个体坚
硬，不易掰开，分量较轻，将
干海参放在手心，应感觉其
体轻、无坠手的感觉，敲击有
木炭感，掷地有弹性、有回

音，为上品。如果手掂有沉重
感，敲击或掷地无弹性和回
音，应该是海参的干度不够
或者内部掺有添加剂。

3 .气味：干海参的味道应
该纯正，好的海参闻起来有股
鲜美的味道，无其他异味。这一
步虽然有些鸡肋，因为可能大
部分人根本就不清楚海参的
纯正味道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的，但次数多了，大家自己就会
一个基本的判断了。

4 .发涨率：通过上面3步
只能算是对干海参有一个初
步的筛选，想要对其质量有
个准确的判断，我们还需要
少量购买海参回来泡发一
遍，看发涨率！不要嫌麻烦，
这一步骤是不能省的。买到
的干海参必须要通过水发来
看质量，发好后的海参才是

你最后得到的海参。好的海
参发涨率高，肉厚密实有弹
性，海参筋粗白，层次分明。
可以说，你亲手发出的海参
是实实在在的，自己的尺子
是不会说谎的。发涨率是挑
选干海参最重要的指标。

希望大家在挑选海参时
不要受低价的诱惑，也没必
要盲目迷信高价，性价比合
适的，才是你需要的海参。

(源文)

众参缘致力于为山东广
大消费者提供更具性价比的
淡干海参。产地直销，省去中
间环节，直达消费者手里，价
格自然更具优势！全省包邮
到家，货到付款，快捷省心。
订购热线：0531-83182668
83182778

死死角角拔拔毒毒新新疗疗法法 三三盒盒治治好好肠肠胃胃病病
每天前20名打进电话者 享受成本价特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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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胃肠病反复久治不愈，极易
恶变为癌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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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效果这
么好，是因为特有的糊状剂型
顺着胃肠壁可以深入所有的
褶皱之中，像“膏药”一样牢牢
黏附在受损的胃肠黏膜，特效
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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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咨询 :0531-86552268、400-
068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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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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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2 1 0 2 0 5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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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到各地市
指定药店购买，广大眼病患者
可拨打0531-86990609、400-
6968369详细咨询。

美国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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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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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0天都有神奇效果出现。轻
者3个月可康复 ,重者6个月摆脱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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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一个又一个患者。现
打进电话可与专家交流 ,大量康复
详实病例提供参考。郑重提示:消郁
灵买10盒送5盒,服用后对效果不满
意 ,厂家跟踪服务到底 ,不让患者花
冤枉钱。

咨询热线 : 0 5 3 1 - 8 0 9 5 0 1 9 3
4006653779(免长途费)

经销地址 :华东大药房(济南市
大观园站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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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冰片精制成膏，只需在肚
脐上抹一点，轻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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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类O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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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烈祝贺便秘软膏成为2014

年度最受患者信得过产品，以实
在的疗效和口碑，帮助30万便秘患
者摆脱痛苦，厂家特拿出100万专
项资金回馈便秘患者，前100名打
进电话者，可享受成本价优惠，免
费送货，货到付款，也可到各地市
指定药店购买，详情请咨询 :0531-
86569591、400-679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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