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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膝关关节节病病，，绝绝处处逢逢生生
膝关节病治不好？喝汤

换骨有妙招！西藏有一种专
治关节病的妙方，将一碗牦
牛骨髓汤浓缩成一粒牦牛
骨髓粉胶囊，奇效胜虎骨，
已让近八万名患者摆脱了
膝关节病的困扰。如果您膝
关节僵麻胀痛、关节变形、
走路费劲，蹲厕所都疼痛难
忍，关节腔积液、关节骨刺、
关节疼痛、关节发僵、关节
屈伸不力、关节老化、半月
板损伤、滑膜炎等，不妨试
试，当天止疼，可自由活动 ,

不再受限，身体灵活，可握
紧拳头 ,盘腿；只需一个月，

上下楼小跑,健步如飞，旧骨
换新骨，病骨换铁骨，给你
一个自由灵活、能承重的新
关节，此法是藏民在[九转回魂
汤]的基础加以冬虫夏草等名
贵野生动植物药材制成,药效
提高数十倍,藏民几代人使用
此法治疗风湿关节病，而且疗
效奇特。只需3服，药到病除,价
格便宜,安全无副作用,很多患
者反馈说;这么好的疗效，为
我们解除这非人的折磨，应
该获得诺贝尔奖 ,十几年都
没再犯过 ,太绝了，“牦牛骨
髓粉胶囊”创造了奇迹!电话
400-066-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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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16-
7200(“香港易清足”谨防假冒)

经销：百馨堂(大观园北门往西
恒昌大厦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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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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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益寿堂;青岛威海路本善。

夏季警惕“冰箱病”

水果、蔬菜、鱼类等食物极易被耶尔森氏菌污染，而黄曲霉
菌、黑曲霉菌等有害真菌也极易污染冰箱环境，导致食物受到污
染。这些真菌都具有耐寒不耐热的特性，在低温(0℃-4℃)环境中
生长繁殖最快，而且毒性强。冰箱如果平时不经常清洗，在冷冻
机的排气口和蒸发器中就很容易繁殖真菌。这些真菌随尘埃散
布至空气中。孩子和过敏性体质者吸入这种带菌空气后，极有可
能出现咳嗽、胸痛、发热、胸闷和气喘等症状。

肝肝病病转转阴阴新新技技术术在在济济南南中中医医肝肝病病医医院院推推广广
即日起到院可申请肝病专项补贴3000-15000元

据统计，全球数以百万
计人正受肝炎的侵扰，每年
近150万人死于急性或慢性
肝脏疾病，肝脏疾病如果不
能及时正规治疗，病情很容
易恶化，肝炎-肝硬化-肝癌
的“肝病三部曲”并不是一句
空话。

为解决山东地区肝病诊
疗难题，全国肝病转阴新技
术专家公益会诊活动于8月
在济南中医肝病医院隆重展
开，届时全省肝病患者可免
费检查及免费申请肝病专项
补贴援助，最高补贴金额高
达15000元。

国际治肝新技术·德国
超氧自体血激活疗法

据了解，目前国内治疗
肝病最好的技术德国超氧自
体血激活疗法，能迅速触发
人体系列免疫应答反应；增
强粒细胞的吞噬功能，穿透
肝炎病毒的蛋白质膜；破坏
DNA病毒复制的模板，激活
机体免疫系统，产生杀灭肝
炎病毒的各种免疫细胞，解
除肝病顽疾，重建肝脏免疫
屏障，减少复发。该疗法更是
得到了国际肝病专家的普遍
认可。

京、沪、鲁肝病名医联袂

坐诊济南
据悉，此次全国肝病转

阴新技术专家公益会诊活动
中，患者除可享受治疗援助
外，京、沪、鲁肝病名医为疑
难肝病患者进行免费会诊，
届时北京302医院的首席专
家李立新将带领从医四十余
年的老专家孙新荣、刘海生、
尹桂珍等组成肝病专家顾问
团，开展公益会诊活动，患者
可免费看诊北京名医。

肝病专项补贴实行“无
门槛”申请

温馨提示：电话预约可
免专家会诊费，另乙肝五项、

丙肝抗体、肝功能、乙肝病毒
DNA检测、血常规、病毒耐药
/变异检测、病毒基因分型检
测、肝胆脾彩超全部免费；

初诊患者还可免费获赠
价值580元转阴针一组；免费
申请肝病专项补贴 3 0 0 0 -
15000元；经济困难、重症肝病
患者优先申请。

★活动时间：8月1日—8

月31日
★申请热线：0531-8872

1111

★指定医院：济南中医
肝病医院 地址：济南市无
影山中路101号

胰岛再生——— 找到糖尿病的根源！

巧巧吃吃苦苦瓜瓜 拯拯救救胰胰岛岛
轰动欧美的糖尿病绿色疗法全国免费发放

为什么人一得上糖尿病，
就会视力下降、疲乏无力，身体
消瘦？为什么糖尿病会引发白
内障、下肢坏疽、心肾衰竭甚至
酸中毒？我们都知道，胰岛β细
胞分泌不足是糖尿病的根源，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胰岛β细
胞分泌功能障碍呢？

近日，美国哈佛医学院
专家首次揭开糖尿病的真

相——— J-羧肽酶的缺乏，才
是导致糖尿病的根源。J-羧
肽酶是人体内存在的一种生
物蛋白酶，它具有催化和降
解人体内多种营养蛋白转化
的作用。因为J-羧肽酶最主
要的作用是促进蛋白分解，
因此，长期的不良饮食习惯，
都会使体内J-羧肽酶在食物
消化过程中被大量消耗。而J

-羧肽酶一旦缺乏，就会出现
以胰岛β细胞分泌功能下降
为代表的一系列蛋白代谢紊
乱性疾病，医学上称为“糖尿
病”。美国医学专家在对J-羧
肽酶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只
要给糖尿病人巧吃常见的蔬
菜苦瓜，补充足够J-羧肽酶，就
能让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的
β细胞开始活跃、胰岛素抵抗
消除、白内障也能自行逐渐消
退，不仅糖尿病患者精神状态
日益好转，就算完全停掉西
药，血糖也不会再升高。

为了将这一全新疗法向
全国糖尿病患者普及推广，

全面普及简单易学的糖尿病
康复方法，由黑龙江科学技
术出版社特别出版发行了

《胰岛再生——— 糖尿病人的
大救星》一书，书中重点介绍
了糖尿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出现的临床问题，及如何通过
巧妙食用苦瓜，达到修复胰腺，
彻底治好糖尿病的实用方法。
该书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
只要识字就能学得会，实为广
大糖尿病患者不可多得的康
复宝典！现在开始在全国免费
发放5000本！有需要的患者，
可拨打全国免费电话 4 0 0 -
0507-811免费领取。

名医小偏方，盛夏外敷一绝

【市民问诊】我患腰间盘突出10

年，腰痛，下肢放射性疼痛。口服药、
膏药、推拿都用过，就是不除根，今
年夏天又犯了，有好方吗？

笔者咨询了民间中医奇人王立
财：“颈腰椎病置之不理易恶化，不
妨试试我的外敷方。我世居吉林通
化 ,历经 2 0余年研发出治颈腰椎
病、胃病奇方 (胃病另有食疗方 )。
凡腰突、颈椎病重症者 ,别人用活
血化瘀 ,我反而用水蛭、土虫等血
肉之品行破血之法 ,效果超乎想
象。本人据此研发出百脉外敷中药
袋 ,因配方奇、药效强，每天只需睡
觉时外敷12小时。凡不能下床弯腰、
行动不便者,外敷一次超乎想象。很
多患者使用1个月左右 ,可重新开
车、跑步、爬山。10到20年者也不过
3— 5个月。本人因此获国家专利
2008103020868,被录入《世界人物辞
海》并被誉为中医奇人。本人谨遵医
德，以行医30年信誉担保，不欺骗患
者。目前该方加强型上市，半信半疑
者速拨0531-81114000少量购买体验
(128元/盒，买3盒送2包)。敬请康复
者代我宣传,谢谢!”

“腰突”颈椎病

请记住这个方

肾病、尿毒症患者———

侯主任：中医治肾第一人
没试过中医，别说你的

肾病治不好！只要还有尿，
就有希望！

治肾病、尿毒症，就像打
仗一样，讲究的是阵地战，指
标要降下来，还要守得住。有
好多患者指标刚降下来点，过
几个月又反弹了，甚至更厉
害，那有什么用？怎么降？怎么
守？怎么阻止尿毒症透析？西
医不行，就得中医！

北京航天总院的侯芳主
任告诉大家：治别的病我不
行，但治肾病我敢说十拿九稳！
不用激素——— 不用喝汤药———
不必担心复发——— 更不必担

心尿毒症透析，这就是中医的
力量！

日前，由侯芳主任亲自
撰写的《中医治肾病不透
析》一书正式出版，该书通
过100多页的内容为您讲述

“中医巧用水蛭治肾病”的
奥秘，无论您是患肾炎，还
是尿蛋白、肌酐高，或者是
已经透析的患者，只要还有
尿，只需掌握书中的秘诀，
就有治好的希望！

现在，《中医治肾不透
析》公开赠阅，特批200本，送
完即止。
免费领书热线：400-6186-603

我叫高振宗，家有祖传
治前列腺的绝方，找我看病，
尿不出、尿不尽、要插导尿管

的，治完后哗哗排尿，尿线
粗、不分叉；到医院必须手术
的，只需1服我家传的秘制药

方，此方得名“参娥温肾汤”，
无论多顽固的尿频、尿急、增
生肥大、阴囊潮湿、肾虚乏
力、腰膝酸软、功能障碍等，
不用挨刀，喝汤就行。

现在，被我治好的众多

患者都管我叫“高老怪”，说
我是治前列腺的奇人，如果
您有尿频、尿急、增生肥大、
阴囊潮湿、肾虚乏力、腰膝酸
软、功能障碍等疾病找我就
行，电话400-022-3886

新一代的国药降压合剂
“东方雪压宁牌罗黄降压片”
在我国研制成功，避免了传
统药物对身体的伤害,不但降
血压血脂效果惊人,而且使全
身各种生理功能得到根本上

的恢复。第二天头痛、耳鸣、
胸闷、乏力等症状逐渐改善，
长效24小时平稳血压。1个月
减停降压药，血压平稳，血
脂、血黏度降低。心、脑、肝、
肾得到全面修复。气血通畅，

血压长期稳定在120/80，该制
剂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
高血压患者可以摆脱终身吃
药的依赖及病发症困扰,从根
源康复高血压。订购电话：
4000-163-015

尿频 尿急 增生肥大 功能障碍

高血压

调治有妙方

冷冷水水洗洗脸脸洗洗出出三三叉叉神神经经痛痛
北京专家亲诊 不开刀一次见效

“就是用凉水洗了把脸，
那个疼啊，像刀割一样。”济
南槐荫区的张女士反映，夏
季天气炎热，自己习惯了冷
水洗脸，不久前一次冷水洗
脸，忽然疼痛难忍，到医院一
查说是三叉神经痛，洗脸能
洗出三叉神经痛吗？

济南远大脑科医院王志
强博士说，临床上，洗脸洗出
三叉神经痛的病例很常见。因
为三叉神经痛的发作看似无
缘无故，实则多是触动了扳机
点。扳机点分布在三叉神经受
累支区域内，如上下唇、鼻翼、
鼻唇沟、牙龈、口角、面颊等处，

咀嚼、刷牙、洗脸、说话、打哈
欠、打喷嚏等都有可能触到，引
起疼痛突然发作，张女士就是
这种情况。王博士同时指出，三
叉神经痛并非不可治愈，关键
是要到专科医院，选择正确
治疗方法。

据了解，北京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宣武医院疼痛中心已
在济南远大脑科医院设立了
分中心，两院实现了技术同步，

专家共享。中心以宣武医院疼
痛科主任、博士后导师倪家骧
教授、济南远大脑科医院王志
强博士为代表的专家团队，技
术精湛，临床经验丰富，“神经
导航无创介入技术”整个治疗
过程只需30～60分钟，不伤正
常神经和组织，效果好复发率
低。如果您正饱受三叉神经痛
困扰，可拨打0531-86859999预约
专家亲诊。

自体细胞与牛皮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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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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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1-
88551120，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解放
东路59-3号(政法学院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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