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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曲张、老烂腿 用姜片蘸“黑泥”，一抹就好
静脉曲张青筋暴露、蚯蚓

缠腿，大多数人双腿酸沉困痛
及疼胀痒麻等，均是静脉瓣膜
受损血流不畅引起，传统注
射、开刀等复发率极高。现有
一专门抚平筋包疙瘩的绝招，
即使几十年患者也能很快治
愈：一是生姜，要新鲜多汁的

切成薄片，另一个就是黑的药
膏泥。先用姜片擦拭后再将药
泥敷到筋包处轻轻按摩，马上
感到双腿像松了绑似的轻松
灵便，酸麻胀痛痒全消了。

王老9岁随祖父学医，23岁
用此方至今已治愈数以万计
患者，遵循“盛世可献此方”的

祖训，就将此方献给国家，制
成药泥成品名为【王药师清脉
通膏】，希望能为更多人造福，
因疗效特别显著也获得国家
专利201210548138 . 6(可登录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
效果是普通药物20倍以上，再
严重的患者也可治愈。姜片一

擦毛孔打开药膏全部吸收，轻
者1-2疗程，重度3-5疗程即可，
效果天天看得见！手术打针复
发者及老烂
腿 也 可 使
用。拨打400
-660-9506可
享2疗程送1

疗 程 的 优
惠。

下一代伟哥或来自蜘蛛“毒液”

国外媒体报道，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更强
更持久的性能力。从地上爬的蚂蚁和“西班牙苍蝇”到性药，为了
这种事，你愿意做任何尝试吗？你能接受利用转基因技术提取蜘
蛛毒液制成的“伟哥”吗？药物研究者认为，不久的将来，蜘蛛毒
液有望成为“伟哥”中的大哥大。实验发现，香蕉蜘蛛毒液中含有
一种名为PnTx2-6的化合物，是天然的伟哥。此外，这种天然的伟
哥没有副作用。下一步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入临床试验。

皮皮肤肤瘙瘙痒痒有有绝绝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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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癫痫、难治性癫痫患者可获援助
“山东省残联、远大脑科癫痫病名医会诊活动”启动

本着关爱我省癫痫病患
者的宗旨，由山东残联、远大
脑科医院举办的癫痫病名医
会诊活动正式启动。根据患
者的病情、治疗难度，活动将
提供1000元-5000元不等的
爱心援助；治疗2年以上无效
患者及贫困家庭可凭相关证
明，再获1000元康复补贴；外
地住院患者可获全额返程路
费补贴；每天前5名电话预约

患者，可获赠价值680元癫痫病
康复治疗仪1台。活动时间：4月
20日—5月3日。有需求的患者
与家属可通过电话 0 5 3 1 -
82952611提前预约会诊。

来自北京及省内的知名
专家教授陆森、张宇振、崔玲
等，为省内癫痫病患者早日康
复治疗进行会诊。“中国癫痫
学脑电图诊断第一人”、“国内
癫痫学科带头人”张宇振教授

从事癫痫科研、临床工作30多
年，尤其擅长辩证施治各种难
治性癫痫疾病；省内癫痫诊疗
知名专家陆森教授从事癫痫
临床工作多年，擅长各类癫痫
病的诊断与治疗。其首创“II代
脑神经因子抗癫体系”，在治
疗癫痫疾病上取得突破性进
展，该技术可摆脱癫痫病长期
对药物的依赖性，在癫痫诊疗
上具有独特优势，即使是针对

难治性癫痫康复治疗，也有着
十分可靠的康复效果，临床康
复周期缩短60%以上，复发率
不及0.2%，只需一次精准检测，
1-2疗程治疗即可控制癫痫反
复发作，结合康复巩固可使久
治不愈的突发型癫痫、多发型
癫痫、久治不愈型癫痫、疑难
型癫痫得到彻底治愈。目前，
已有六万例癫痫患者率先康
复，受到患者与国内外专家认
可与推荐！

会诊预约电话：0531-
82952611。温馨提示：每日仅限
15名，就诊患者与家属请提前1
-2天通过电话预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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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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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5 3 1 -
86569591、400-0681277

三叉神经痛
30天显奇效

济南王阿姨患三叉神经痛20年，
发作时像刀割不能说话吃饭，卡马西
平吃了头晕不敢站立，其间打过针，做
过手术，但只管半年就又犯了，真是苦
不堪言！后用【颅痛宁颗粒】3疗程，20年
顽疾全好了，如今已10年未复发。

专家点评：【颅痛宁颗粒】(国药
准字B20040012)是我国著名老中医
卢芳教授(治疗三叉神经全国第一
人)历经30年研创的我国唯一一种
三叉神经专用中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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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真正医药总店(经二纬三路口医
药大楼)等省内指定药店畅销10余
年，详询0531-86272430。(现买10赠2，
省内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鸡眼 脚垫

干裂一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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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鸡眼、硬茧等无痛自然脱落，轻松
祛除脚垫、脱皮、干裂、脚气等问题，恢
复脚部健康、完美。

咨询：0531-66960943

经销：共青团路68-1号；百馨堂
(大观园北门往西恒昌大厦)；华东大
观园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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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华源济民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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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康乐 ;临沂忠信堂 ;威海
5281108;青岛威海路本善

37岁女子三叉神经痛绝食一周
博士出马，不开刀一小时就解决了

家住济宁汶上县的杨丽
得了一种“怪病”：口角及面部
剧烈疼痛，像刀割一样，反复
发作已经一周了。因恐惧疼
痛，杨丽不能张口，不敢洗脸、
刷牙，无法进食，面色憔悴、情
绪低落。

据济南远大脑科医院的

王志强博士介绍，杨丽患的是
三叉神经痛。王博士说，目前
公认的可致病原因有：脑干三
叉神经束核和感觉核的异常
兴奋性放电；丘脑损害；三叉
神经感觉根或半月节或三叉
神经周围支受到压迫或损害
发生脱髓鞘性变；上、下颌骨

的病理性骨腔。所以，单纯止
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经严格
论证，杨丽做了神经导航无创
介入治疗，整个治疗过程用了
不到一小时，做完之后就不痛
了，效果非常好。随访三个月，
没有复发。

王博士建议，明确病因，
对症治疗，是三叉神经痛治疗
的最佳选择。症状比较轻的，
可以吃口服药物或针灸；也可
以根据疼痛部位，进行封闭治

疗、伽马刀治疗、半月神经节
射频电凝治疗等；症状严重
的，可能是血管压迫或肿瘤，
可到神经外科进行无创治疗。
目前三叉神经痛已经进入微
创和无创治疗时代，风险小，
疗效好。

如果您鼻、眉、口腔出现
剧烈疼痛，一定要到正规医院
找专业医生做诊断，再采用适
宜的方式规范治疗，您也可拨
打0531-8685 9999预约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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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疗程即可。告别
脑鸣,一身轻松!据悉，脑鸣康已被我
省东图大药房(东图大厦北80米路
东)率先引进 ,具体可拨打服务热线
400-633-7638详细咨询,省内可免费
送货,货到付款。

家长都很关心孩子的身
高，特别自身身高不是很高
的家长，更是担心孩子会因
为遗传而长不高，希望能尽
力帮助孩子长高。中山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儿科内分泌专
科朱顺叶副主任医师表示，
人的身高由先天和后天因素

共同决定，遗传所起的作用
占70%，一般情况下父母的身
高对孩子的成年身高有影响，
营养、运动、睡眠、生活环境等
后天因素也会影响孩子的身
高发育。如果父母身高偏矮，
孩子先天不足，家长就应从后
天因素上努力。

帮助孩子科学长高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摄入优
质的蛋白质(如牛奶)、矿物质
等保证充足的营养；做合适的
运动，多参加轻巧的弹跳伸展
运动，例如跳绳、吊单杠、游泳
和各种球类活动，一次运动不
小于30分钟，一周不少于3次；

充足的睡眠保证生长激素的
分泌，夜间生长激素的分泌是
白天的3倍，晚上9时孩子睡
后，生长激素的分泌增加，到
夜里12时左右呈现高峰值，早
晨5时以后逐渐下降，如果孩
子迟睡，就会影响生长激素的
分泌。 (生命时报)

父父母母都都偏偏矮矮，，孩孩子子能能长长高高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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