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奇方巧治前列腺
19味大组方有奇效，打进电话低价体验

吃过很多药，也用过理疗仪，但仍被尿
频、尿急、尿痛、尿等待折磨；花了不少冤枉
钱，但疾病依然缠身；究竟能不能根除前列腺
顽疾？我国独家专利秘方，含19味名贵药材经
典大组方，三方合为一药，效果神奇，创造了
治一个好一个的康复奇迹。

究竟能不能根除前列腺顽疾？一直是医
学史上的大难题，我国“男科之父”江鱼教
授，从事医疗、教学、科研达55年，集毕生精
力，率领顶尖科研人才，历时多年反复试验，
终于研制成功，含19味名贵药材的三大组
方，一方主“补”：补肾益精，把透支的肾气精
血补足，充满动力；一方主“化”：将肾虚导致
的瘀积气血散化开，不再堵塞腺路；一方主

“排”；将腺体激活，打通腺管，打通尿路，排
出毒素，排尿挥洒自如。三方合为一药，一举
攻克前列腺顽疾。获国家专利 (专利号ZL

2006 1 0090907 . 7)严格保护，被评为全国独
家前列腺特效品种。

根据此奇方研制成功的男康片，特批
为【国药准字号Z20063941】特效新品，经8

年临床数万人验证，轻度患者1疗程，即可
摆脱尿急、尿频、尿痛、尿等待等，恢复健
康；重症者，3个疗程以上，各种尿路症状完
全消失，增生腺体缩至正常，前列腺、泌尿
腺、生殖腺系统恢复正常功能，排尿挥洒自
如，创造了男科顽疾治疗史上的一大奇迹。

有专家评论：此奇方与以往任何药物、理
疗仪、贴剂完全不同，只要用都能感受到奇
效，屡创康复事实。

为让更多患者，少花钱，恢复健康，特举
行超低价体验活动，每天仅100名！

咨询热线：400—666—0895

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心脏病、失眠、便秘不吃药……

一碗黄豆，吃出全身健康
迎五一惠民活动：500台纳豆机我市免费发放！

我国有数千万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其中大部分是50-80

岁的中老年人群，调查发现，中老年三高症和
心脑血管病患者治疗现状令人担忧。

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很多
老人采用纳豆改善多种慢性病已有多年
的成功经验，九成以上的家庭都会自制纳
豆，对此，我国的养生专家指出，新鲜纳豆
中含有大量的纳豆激酶、纳豆异黄酮、皂
青素、维生素K2等多种功能物质，有助改
善便秘、保护血压、血脂、血糖，降低胆固
醇、软化血管、预防动脉硬化，迅速溶解血
栓，疏通血管。

2 0 1 3年，数百名专家联合率先研制了
我国纳豆制造机并引进特优纳豆菌种，并
决定向多个发达国家借鉴纳豆食疗法，帮
助广大中老年人养身保健，祛病强身，向

全国中老年患者免费发放纳豆机。
据悉，活动中心拿出500台纳豆机，对我

市市民免费发放，为了让每台纳豆机发放到
真正有需求的市民手中，中心特派健康专家
接听报名热线，进行指导：

1、必须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
等患者。

2、纳豆菌需自费购买，每人仅限1年用
量，60岁以上老人在赠送纳豆片5盒。

3、登记姓名、电话、详细地址，不能重复
领取纳豆机。

符合以上申领条件者，请于7日内拨打电
话0535-8452585提前报名，中心每天只能按顺
序为前100名办理发放手续，此次活动，数量
有限，赠完为止！

市区指定发放地点：文化宫西街32-02号
好孝心中老年健康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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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全福 先媛 姜辉 记
者 柳斌 实习生 张茜 )

近日，交警一大队民警在辖区
进行执法检查时，一名轿车上
的副驾驶员突然下车，掏出匕
首挥向民警，导致民警上衣及
反光衣被划破，这一幕正好被
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拍下。经查，
该男子有吸毒史。

24日上午9时许，交警一大

队民警在北马路与海港路路口
例行查处违法车辆。在检查一
辆黑色桑塔纳轿车证件时，副
驾驶上的人员突然下车，冲民
警喊了两句。

通过执法记录仪记录的
画面可以看到，执勤民警当
时没有理会该男子，过了几
秒钟，趁民警不注意，男子掏
出一把匕首挥向执勤民警，
由于执勤民警并未设防，导

致衣服被划破。“没想到他会
掏出刀子，还是朝着心脏的
位置挥的，幸好我躲得快，加
上执法证件放在上衣的左兜
里，要不然就伤到肉了。”执
勤民警说。

看到这一情况后，周围其
他民警及时赶到现场，该男子
仍然挥舞着匕首，在制止该男
子过程中，执勤民警的警服、衣
袖以及反光背心被不同程度地

划破，所幸身体没有受到太大
伤害。

男子被控制住后，先是反
抗，随后瘫躺在地上，并多次跟
民警要烟抽。

随后，110民警赶到现场，
将男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处
理。据悉，该男子姓于，多次因
吸毒入狱，事发当天于某刚从
监狱释放不久，目前于某已经
被刑事拘留。

轿轿车车被被查查，，副副驾驾驶驶突突然然掏掏出出匕匕首首
幸好民警躲得快，没伤到要害只是反光衣和上衣被划破

27日，在G204莱阳境附近发
生一起大货车侧翻撒漏事故，50

余吨大麦全部撒漏在公路路面
以及路边沟中，事故造成近20万
元损失，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莱阳公路局路政工作人员立即
启动保障道路畅通应急预案。下
午1时，撒漏的大麦被全部清理
完毕，道路恢复畅通。大货车司
机称，因车速过快导致车厢惯性
侧移，再加上货物重量大，车辆
发生侧翻。

通讯员 徐彦飞 龚安静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影报道

50余吨大麦
撒了一地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文强 通讯员 王晨) 倒车

凭感觉，没看后视镜，莱州男子孙
某将八旬邻居撞死了。近日，因涉
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孙某被山东烟
台金仓边防派出所刑事拘留。

经查，肇事司机姓孙，18日下
午，孙某有急事驾车外出，为图方便
没掉头，而是径直倒车。在倒车30余
米后将骑自行车路过的老人撞倒。

孙某说，这个老人是同社区的
邻居，已经八十多岁，当时老人是
从车头向车尾方向骑行的。他感觉
老人已经过去两三分钟后才开始
倒车，没想到还是把老人撞倒了。

19日，老人因伤势过重死亡。
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金仓边防
派出所将犯罪嫌疑人孙某刑事拘
留。

莱州男子倒车

撞死八旬邻居

产产妇妇大大出出血血，，6633位位市市民民““热热血血相相助助””
朋友圈求助引全城转发，输入血小板后，产妇情况逐渐向好

两车相撞

三轮车侧翻

交警在现场处理事故。 本报
记者 张倩倩 摄

产妇持续出血

急需B型血小板

“烟台的朋友，速度转发！
我是王倩老公，现王倩病危急
需B型血小板，烟台血库已告
急，恳请各位B型血的能到附
近血站献血……”26日晚上，一
条这样的“求救”微信出现在不
少市民的朋友圈中。

记者按照微信中留的信息
拨通了产妇朋友的电话。据这位
滕先生介绍，产妇是大悦城的一
名员工。26日中午，怀孕的王女
士突然大出血，被送到医院后呼
吸停止十几分钟，孩子因为早产
2个多月，剖出来没有胎心也被
送到重症监护室。

“从中午到现在血一直没
有止住，她已经输了2万毫升
血，但是因为失去凝血功能，寄
望于输血小板帮助止血。”电话
那端，滕先生焦急地说，由于用
血过多，血站的B型血小板已

经告急，因此他们想让朋友和
市民帮忙献血“救命”。

血站连夜调血

热心市民到血站献血

情况紧急，了解完事情原
委后，本报记者连夜致电烟台
市中心血站，诉说了事情经过
并了解情况。当天晚上，血站工
作人员连夜为产妇调配、检测
了一批救急血小板。当夜，血小
板输入产妇身体帮助止血。

为节省时间，27日一早烟
台市中心血站派了一辆面包车

赶往大悦城，将不少产妇的同事
和朋友送往血站采血。于此同
时，陆续有市民赶往血站献血。

烟台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
科科长王文经说，27日一上午，
就有46位市民献血15000毫升，
还有17位市民做了预约登记，
一旦产妇血量不够，他们随时
来献血。27日，产妇亲属接了几
百个热心市民的电话，目前还
有市民不断赶往血站献血。

产妇情况好转

产妇丈夫表示感谢

27日下午，烟台山医院产
一科主任严倩告诉记者，这名
产妇怀的是二胎，26日中午，因
为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子宫
破裂 ,造成突然的大出血被送
到医院。烟台山医院多个科室
的20余名专家立即组成抢救小
组实施抢救，取出胎儿并切除
子宫。

但产妇一直血流不止，手
术过程中就流血2万多毫升，到
27日已经流了3万多毫升，他们
已经把医院的B型血全部用光
了。

不过26日晚上输入血小板
后，情况逐渐好转，凝血功能已
逐步恢复。“今天晚上很关键，
如果能平稳地向好，到明天(28

日傍晚)还能维持在这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说没那么危险了。”
严倩说。

王倩的丈夫在电话中对全
市的好心人和血站表示了感
谢，“等妻子好了，我会通过微
信或媒体好好感谢大家。”

本报记者 孔雨童 陈莹

26日晚，一条“产妇大出血呼吸停止，血站告急，急求
B型血小板救命”的微信在不少烟台人的朋友圈内热传。
血站工作人员连夜加班，将应急血小板送往产妇所在的
烟台山医院。截至27日，先后有46位热心市民赶到血站为
产妇献血，17位市民做了预约登记。目前，医院正在全力
救治产妇。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张倩倩 实习生 刘芃成) 27

日早上7点半多，红旗东路上一辆
白色轿车和一辆三轮车行驶至台
湾村门口时相撞，三轮车在轿车
前方侧翻。

轿车车主告诉记者，他当时
是向西直行，在最内车道，三轮车
在他右侧，突然变道，所以不小心
撞上去了。三轮车车主的临沂同
乡也在现场。他说，车主60多岁，翻
车后身体受伤，已经被拉到医院
救治。

“我只知道他经常去海滨小
区收废品，应该是直走。”三轮车
车主的同乡说。不过轿车车主认
为，如果三轮车直行，也不会撞到
轿车的前方。

交警四大队民警介绍，如果
双方说法不一致，只能调取监控
录像来分析。虽然是三轮车被撞
倒，但根据现场情况来看，三轮车
可能也有责任，如果三轮车车主
没有驾驶证和行驶证，也会面临
被拘留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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