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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脑萎缩

最新专利国药问世

帕金森、脑萎缩是脑组织细胞
长期缺血缺氧而受损变性衰亡引起
的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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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足震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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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帕金森、脑萎缩首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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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和临床 ,采用最新医学科技 ,

研制的首个专门治疗帕金森、脑萎
缩、老年痴呆的专利中药益智康脑
丸,能透过血脑屏障，强力修复受损
脑细胞、多巴胺神经元,恢复脑组织
功能；同时增强脑部血氧供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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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摘)“本发明
药物用于脑萎缩、帕金森、痴呆等
病,见效快,效果好!”同时被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为国药准字
Z20025059药品。

国家配方专利、国药准字号
药品 ,上市以来 ,已成为治疗帕金
森、脑萎缩、老年痴呆的首选药物 !

一般服用60—90天 ,明显可感觉到
头不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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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失眠便秘等症
状消失 ,整个人焕然一新 ,重享健康
生活 !

脑病康复热线:4006-121-301。

“肥”是一种味道

目前，为科学界普遍认同的只有酸、甜、苦、咸、鲜五种。但美国
珀杜大学科学家新近确认出第六种味觉——— 肥。如果一定要描述出

“肥”的味道来，那是一种当你一口咬住多汁牛排时的感受，是你把
一滴橄榄油滴在舌头上的味道，它可能有点腻、香，也可能有点脂肪
的味道。如果可以把“肥”味提炼成一种作料，想来会引发一场味觉
革命，到那时，想把黄瓜吃出烤肉的味道来恐怕不再是件难事。

“齐鲁圆梦孕育工程”报名持续火爆

免免费费救救治治110000名名不不孕孕不不育育患患者者
本报济南8月3日讯(记者

陈晓丽) 由本报联合中华
生殖医学研究中心、济南嘉
乐生殖医院共同主办的2015

年“齐鲁圆梦孕育工程”大型
公益救助活动，自6月27日启
动以来，受到了全省不孕不
育患者的广泛关注，短短两
周时间已有上百个家庭报名
参与活动。据介绍，今年的圆
梦工程将为超过100个贫困
不孕不育家庭提供全额免费
治疗，帮助他们圆生儿育女
之梦。目前，活动热线0531-
89730558和官方网站均在开
放报名中。

据介绍，“齐鲁圆梦孕育
工程”是由本报联合中华生
殖医学研究中心、济南嘉乐
生殖医院等单位共同发起的
大型不孕不育公益救助活
动。自2014年3月活动启动以

来，已经为超过700多个家庭
提供了免费病因筛查，100多
个贫困、残疾家庭提供全额免
费治疗或诊疗补贴，截至目前，
活动投入资金超过200万元，收
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近年来，我省不孕不育
呈现高发态势。调查显示，平
均每八对夫妇就有一对存在
生育障碍，不孕不育不仅严
重影响家庭幸福，更催生出
一系列社会问题。据圆梦工
程定点医院——— 济南嘉乐生
殖医院专家介绍，不孕症具
有诊疗周期长、花费高的特
点，而且该诊疗项目不在医
保范围内，对于贫困家庭而
言，过重的经济负担导致其
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因此
甚至造成了终生遗憾。

为了帮助更多人拥有一
个圆满幸福的家庭，2015年

度“齐鲁圆梦孕育工程”将继
续对贫困不孕不育家庭提供
全额免费治疗，实际免费名
额将扩大至100个，免费病因
筛查扩大至1200个。此外，圆
梦工程还将大幅度简化患者
报名及资格审批流程，为活
动参与者提供更多便利。

主办方开通了两个报名
渠道：一是全省范围内不孕
不育患者可通过活动主办方
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9730558

报名，工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将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发送报
名表格，患者下载打印或网
上提交报名表即可。

二是登录齐鲁晚报官方
网站专题网页h t t p : / / s p e -
cial.qlwb.com.cn/140304-1/报
名，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
网页报名。

申请全额免费治疗的贫

困不孕不育家庭仅需携带相
关身份证明，无需再到当地政
府部门开具证明，资格审核工
作将全部由工程办公室完成。

此外，2015年度活动将
开展“助孕下乡”主题宣教活
动，深入全省农村和基层社
区等开展公益巡诊和科普宣
教活动，预计发放图书5000

册以上，各类大型义诊、讲座
活动40余场，覆盖家庭超过
2500个。

中医大师王广信老先生有一百
年奇方，专治各种顽固牛皮癣，鱼鳞
病，湿疹，神经性皮炎等。不打针，不
吃药，无论患病多少年，无论病情有
多重，每天泡个澡，就能轻松治好。
纯中药，不含激素，绿色安全，不伤
脏腑，治一个，好一个，效果极好。

该方以甲珠粉、沉香粉、美人
子、洪连、藏红花，当归等各15克，蛇
蜕粉、苦参、苍术等各10克，青黛粉5

克，熬21天后烘焙成粉(一付)，用温
水调成药液泡浴。10天左右厚厚的
鳞屑就能脱净；30天左右基本康复，
红斑、丘疹消失，汗毛长出，不留印
痕。而且有“隔毛而通皮肤之窍，直
达脏腑血液”去腐生肌等功效。

该方现已生产成药，免费电话
400-6188-356免费邮寄，药到付款。

牛皮癣患者有救了

帕帕金金森森有有好好药药了了
修复受损神经，品牌国药3个疗程让病友告别颤抖僵直

帕金森又称震颤麻痹，
是由于中脑“黑质”多巴胺神
经元受损、神经递质多巴胺
分泌不足导致的。

帕金森的传统治疗主要采
用外源补充多巴胺药物。这种
补充只是一时控制症状，无法
修复神经，不能根源治疗帕金
森病。因此，西药都是一开始效
果很好，但3-5年后，药效变差，

一下子水落石出，就看出来病
情加重了。治疗帕金森，必须修
复受损多巴胺神经元，恢复自
主分泌多巴胺的功能。

帕金森有好药了，告别颤
抖僵直，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现在，我国成功生产出神
经修复专用药物--含神经节苷
脂的口服制剂。内含“神经节苷
脂+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层粘

蛋白”三大天然神经修复物质。
这三大物质均是小分子

物质，能透过血脑屏障，直达
受损区域，快速修复受损多
巴胺神经元，恢复自主分泌
多巴胺的功能，从根本铲除
帕金森的发病根源。

临床验证，一般帕金森
患者治疗1-2疗程，震颤得到
控制，肌强直缓解，同时精神
好转、失眠、多汗、便秘等症
状基本消失；2-3个疗程后，
运动功能恢复，患者基本实
现自主穿衣、吃饭、上厕所的

能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我康复中心拥有专业的医

务人员为您提供全程跟踪服
务，指导用药、指导康复、并及
时为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心理疏
导，直至病人完全康复，欢迎广
大病友来电预约咨询。

帕金森康复热线：济南：
0531-86977360；潍坊：0536-
8 2 1 4 9 0 0 ；淄 博 ：0 5 3 3 -
2 6 8 7 8 8 1 ；临 沂 ：0 5 3 9 -
8 2 0 3 5 1 9 ；德 州 ：0 5 3 4 -
2 6 6 7 1 2 0 ；滨 州 ：0 5 4 3 -
3225675；东营：0546-7606120

3000人验证：晚上点，早
上排，眼睛马上亮起来，前
100人成本价体验。

近日，一种治疗白内障
的特效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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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市民
的广泛关注。这种叫做退障
眼膏的国药，由著名眼科专

家金世勋教授潜心九年研制
的专业治疗白内障的新方
法———“双蜕退障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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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开始溶解变性蛋白、自
由基等眼毒素，眼见为实，30天
打激活角膜细胞，促进角膜更
新，90天修复“血眼屏障”，防止
眼病复发，百岁不失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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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1020523)，
并授予甲类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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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眼病
患者可拨打0531-86990609、
400-6796177详细咨询。

眼病特效药：一抹就看清 百岁不失明

省省城城西西部部再再增增““三三甲甲””口口腔腔医医院院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城西分院正式开诊

本报济南8月3日讯(记者
李钢 通讯员 柳松) 只

有口腔健康，才能吃啥啥香。
近日，省城西部再增一家“三
甲”口腔医院。7月29日，山东
大学口腔医院城西分院正式
开诊，将为泉城乃至全省市
民提供更好的口腔诊疗服
务。据悉，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是省内首家三级甲等口腔专
科医院。该分院将依托“互联
网+”技术，打造“智慧医院”。

7月29日上午，山东大学
口腔医院城西分院开诊仪式
举行。开诊当天，该分院就吸
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就诊。一
走进该院大门，一种清新别
致的感觉扑面而来。干净整
洁而又别具风味的环境，先
进的诊疗设备，知名的口腔
专家，都吸引着前来就诊的

患者。
据介绍，这所位于省委

党校、槐荫广场附近的城西
分院，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
设有8个临床科室，拥有省内
先进的消毒供应室、与德国
合作建设的义齿加工中心，
拥有数字化牙片系统、三维
诊疗系统和三合一口腔CT

等先进的诊疗设备，汇集了
省口腔医院一批优秀的医疗
技术骨干，坚持以病人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力争为患者
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山大口腔医院院长徐欣
介绍，山大口腔医院是集医
疗服务、教育教学、教学研究
和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大型口
腔专科医院，是省内第一家
三级甲等口腔专科医院。城
西分院是该院实现外向型发

展战略的第一步，分院将突
出“口腔种植”“口腔正畸”和

“老年，儿童牙体病的治疗”
三大特色专业，依托口腔种植
专业国内领先、省内龙头的优
势地位，弥补区域内口腔正畸
诊疗服务的技术差距。

除了技术领先，城西分
院还将在管理模式、诊疗模
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徐欣介
绍，分院将依托“互联网+”实
现信息化管理提升，建立网
上服务平台，探索远程诊疗
服务，打造“智慧医院”，实现
预约化诊疗和流畅的服务流
程，让治疗更加便捷，轻松，
愉快。

同时，该分院作为教育
部口腔临床实践教学基地，
还承担着培训教学任务。徐
欣表示，分院将发挥在人才

培养、医疗培训等方面的功
能，打造口腔医师培训的示
范平台，为山东省及周边地
区培养更多的口腔医疗服务
人才，真正起到引领行业发
展、树立行业典范的作用。

山东大学副校长张永
兵、山东省委党校校委委员
孙建昌、山东省卫计委医政
医管处调研员迟蔚蔚、山东
省口腔医学会会长魏奉才、
山东省医师协会口腔医师分
会会长杨丕山、山东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书记兼副主
任徐爱强、济南市槐荫区政
府常务副区长吴力、山东大
学宣传部部长李平生、山大
口腔医院院长徐欣、党委书
记赵华强等出席活动，山大
口腔医院副院长、城西分院
院长熊世江主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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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诱发高血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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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鸣康胶囊是国内首个专用于
脑鸣的创新型产品，它是众多科研
人员经过10多年的努力，最终成功
从高海拔植物红景天里提出脑髓生
长肽和神经修复酶；同时配伍刺五
加、白芍等名贵中药材，增加脑髓细
胞,增强脑活力，改善脑细胞缺氧状
况 ,提高脑神经传导速度从而远离
脑鸣；一般1-2个疗程即可，告别脑
鸣 ,一身轻松 !具体可拨打400-633-
7638详细咨询,大观园庆育堂有售，
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B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