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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喝含糖饮料降低糖尿病风险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不喝人工配制
的软饮料或含糖牛奶饮品，取而代之以水、不含糖的茶或咖啡，
将有助于降低患Ⅱ型糖尿病的风险。软饮料是指几乎不含酒精
的人工配制饮品，绝大多数都含糖。英国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11
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如果志愿者以水、不含糖的茶或咖啡替代每
天习惯性饮用的软饮料，其患Ⅱ型糖尿病的风险能降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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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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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奇痒在没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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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个个治治疗疗便便秘秘的的新新发发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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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成膏，只需在肚脐上抹一点，
轻柔3 0秒，即可轻松排除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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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香蕉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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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市指定药店购买，详情请
咨询 : 0 5 3 1-8 6 5 6 9 5 9 1、4 0 0-
068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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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左右使鸡眼、硬茧等无痛自然脱落，
轻松祛除脚垫、脱皮、干裂、脚气等手
脚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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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永康堂；威
海5281108;青岛威海路本善。

帕金森、脑萎缩
———“首个专利国药问世”———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老年
人在体检中查出三叉神经
痛，多数患者对如何规范治
疗并不了解。济南远大脑科
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国家级

重点专家王志强博士介绍，
三叉神经痛病人在说话、吃
饭、洗脸、刷牙以及风吹等因
素的刺激下都可诱发疼痛，
这些触发点通常位于上下

唇、鼻翼、齿龈、口角、舌、眉
等处，传统治疗往往针对疼
痛部位进行，触发点转移后
会再次发作。

对于三叉神经痛的治
疗，王志强博士介绍，药物治
疗服药时间长、效果差，容易
产生药物耐受；常规疗法如
切断神经止痛、打激素封闭
止痛、急性期用针灸止痛疗
法也是治标不治本，反复发

作让患者难以接受。
济南远大脑科医院神经

内科率先引进并开展国际
先进的神经导航无创介入
技术，不开刀治疗三叉神经
痛，该技术不开刀，不手术，
不住院，可随治随走，整个
治疗过程只需60分钟，不伤
正常神经和组织，有效率达
到98%，避免术后反复和长期
服药。

王志强博士带来国家最新方法
不开刀能治三叉神经痛，愈后无需吃药
周六、周日0531-86895555预约，省内患者可不排队请王志强博士亲诊

盗汗多汗症 诱发心肾病
有些人只要稍微活动一

下就浑身出汗，头部、阴部、
腋窝、腿窝总是汗臭不断，内
衣长年贴在身上，黏糊糊的
很不舒服。活动量稍微大一
点儿就大汗淋漓，人像从水

里捞出来一样。睡觉醒来被
子、枕头全是湿的。这些现象
在医学上叫盗汗多汗症，是
因体液代谢异常造成的。中
医称之为 :阳不固表，阴液纵
横。患者常倦怠无力，头脑迷

糊，精神萎靡。若不及时治疗
很容易诱发心脏病、高血压、
肾炎、浮肿、皮疹、癣斑、风
湿、类风湿等疾病，久拖不
治，危害严重。

多汗清胶囊作为国内首
个专用于盗汗多汗症的创新
产品，通过调整人体水代谢

恢复汗腺正常的收排功能，
通调脏腑平衡，补气虚调阴
液，固阳表充精阳，从根本上
祛除多汗症，作用非常突出；
一般1—2个疗程即可，具体
可拨打400-6337-638详细咨
询；大观园庆育堂国药馆有
售，省内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牛皮癣一直是医学界的
研究热点，传统的激素、膏药、
泡浴、光疗等治疗手段，停药
就复发，时轻时重，反反复复。

山东边防总队医院牛皮

癣治疗中心专家组，多年来联
合国内外皮肤病学、基因学、
免疫学有关专家共同研究与
探索，运用自体细胞激活再生
疗法，成功治愈万例牛皮癣患

者，外病内治，无需忌口。
预 约 热 线 ：0 5 3 1 -

88551120，地址：济南市历下
区解放东路59-3号(政法学院
东门)。

自体细胞

与牛皮癣

脑萎缩、帕金森是脑组织细胞
长期缺血缺氧而受损变性引起的脑
神经功能失调的疾病，损伤部位不同
或头晕、健忘、性格改变，或行动迟缓、
共济失调或手足振颤、肌肉僵直等；待
到脑细胞大量死亡则会出现痴呆、大
小便失禁、瘫痪，及早治疗是关键。

治疗脑病首个国家发明专利药
问世：目前市场上或西药或安神通
窍类药物，都是一时控制病情，难以
彻底根治。为此中医研究院组织105

位脑病权威历经多年研究和临床，
采用最新医学科技，研制的首个专
利中药益智康脑丸，能强力修复受
损脑细胞、多巴胺神经元，恢复脑神
经功能；同时增强脑部血养供给，改
善微循环；还可快速改善失眠、抑
郁、便秘、肌无力等症状，标本兼治、
疗效突出而荣获国家优秀发明专
利，专利号：ZL200510004868X；同时
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为
(国药准字Z20025059)药品。

益智康脑丸为纯中药制剂：国
家发明专利、国药准字号药品，上市
十二年来，已成为治疗脑萎缩、帕金
森的首选药物！一般服用60—90天，
明显可感觉记忆力提高了，吐字清
晰，情绪稳定，大小便能够控制住
了，手不抖、腿不僵，肌肉有力，整个
人焕然一新，生活从此不同！
脑病康复免费热线：4006 121 301静静脉脉曲曲张张、、老老烂烂腿腿，，用用姜姜片片蘸蘸““黑黑泥泥””一一抹抹就就好好

静脉
曲张青筋
暴 露 、蚯
蚓 缠 腿 ，
大多数人

双腿酸痛及涨痒麻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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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几十年者
也能很快治愈：一是生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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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涨痛痒全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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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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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成林：北京、南宁成林骨科医

院院长，被打假“打”出名的骨病名医。
冯院长告诉大家：股骨头坏死、

腰突……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
重，哪怕坐轮椅，只要还能动，就能治！

现在，由冯院长亲自撰写的《成
林骨科技术》正式出版，该书首次公
开成林骨科祖传十三代治疗股骨头
坏死等骨病的秘密，深入浅出地帮
助您分析：卧床不起的，如何站起
来；原来一瘸一拐或靠拐才能走的，
如何健步如飞；让股骨头等骨病患
者最终免受“刀割电锯”之苦。

现在，骨病患者打进热线即可
免费领取，仅200本，赠完为止。

免费申领热线：0531—81961120

向股骨头坏死患者

免费发放书籍

蛋白尿、浮肿、潜血，肌
酐、尿素氮居高不下，免疫抑
制剂等传统手段让患者吃药
无数，肾病却反反复复。满月
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股骨
头坏死等严重副作用更让患
者雪上加霜。有些人治来治
去还是绝望地走上了透析换
肾的道路。

近年来，一种神奇菌株的

出现改写了肾病患者的命运。
长白山原始森林深处，雷

雨天后会长出一种独有菌
株——— 白耙齿菌。白耙齿菌是
一种带负电荷的微生物菌株，
通过电荷转移，可以使肾脏疾
病的罪魁祸首——— 免疫复合物
失去正电属性，脱离肾小球滤
过膜，扫清肾病的诱发因素。白
耙齿菌还富含皂甙、多肽、多糖

等肾细胞强化营养素，能够很
好地修复受损的肾脏，软化肾
小球，提高出入球小动脉的血
流量，从而恢复肾脏的活力。

一般2-6个月，浮肿、疲
倦、乏力、腰酸背痛等逐步减
轻消失，蛋白、潜血转阴，肌
酐、尿素氮明显下降，绝大多
数肾病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
制。坚持遵医嘱治疗，免疫复

合物被逐步清除，硬化坏死
的肾小球得到软化，患者体
力恢复，生活、工作、学习正
常。许多人逐步停药三五年
后都没再复发。

目前，国药准字白耙齿菌
制剂已经由国家药监局批准问
世，命名为“茂祥益肾康”。适用
于各种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
病综合征、高血压肾病、糖尿病
肾病、狼疮肾、紫癜肾、肾功不
全等多类肾脏疾病。

肾 病 免 费 咨 询 热 线
4007010265

肾肾炎炎肾肾综综肾肾功功不不全全，，找找到到新新出出路路


	B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