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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医药资讯来来听听听听他他们们的的癌癌症症康康复复历历程程
本报抗癌分享会12月2日举行，将首次走进社区

本报济南11月28日讯 (记
者 孔雨童 实习生 王倩)

他们，是如何在患上癌症，甚
至被医生判定“只有半年、一年
生命”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康
复的？由本报联合山东省抗癌
协会主办的抗癌明星分享会第
三场将于本周五(12月2日)在山
大路街道办事处甸柳社区举
行。这也是本报抗癌明星分享

会首次走进社区。
自9月起，本报已经接连举

办了两场抗癌明星分享会，邀
请了肺癌、食道癌、贲门癌等
多个癌种的抗癌明星进行了
经验分享。两场活动吸引了全
省各地的癌症患者和家属参
与，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抗癌明
星的故事中获得了康复经验
和精神力量。

为继续传播正能量，我们
将首次走进社区，走到癌友和
市民身边。抗癌明星刘喜云，
在确诊乳腺癌并淋巴转移之
后曾被医生判定“只有半年寿
命”，经过手术、中药调理和
长期规律锻炼，刘喜云已经康
复多年；抗癌明星同时也是中
医医生的孙东海，确诊癌症之
后，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

式，搭配以碱性食物为主的饮
食，创造了让医生都吃惊的

“ 生 命 奇 迹 ”，已 经 存 活 7
年……本次抗癌分享会时间：
12月2日上午9 :30；地点：历城
区山大路街道办事处甸柳社
区居委会；报名电话：0 5 3 1 -
85196052,85196381

与此同时，本报“寻找身
边的抗癌明星”活动也将继
续，如果您是一名抗癌多年且
有一定成功经验的患者，或者
您的身边有一位值得敬佩的
抗 癌 明 星 ，可 以 拨 打 电 话
(0531-85196052 ,85196381)进
行报名。所有报名参与的抗癌
明星都将入选本报最终的“山
东省十大抗癌明星”评选，为
抗癌群体和全社会传递更多
的正能量。

品品质质种种植植牙牙团团购购会会大大受受热热捧捧！！
德国进口种植牙含牙冠，成本价掀冬季种牙热潮！预约种牙：0531-82389888

近日，一种治疗白内障
的新方法首次在我省亮相，
引起市民的广泛关注。无需
打针吃药、手术开刀，只需睡
前轻轻往眼里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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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渗透进眼组织
内，当天开始溶解变性蛋白、
自由基等眼毒素，打通排毒通
道将眼垃圾排出，实现眼病自
然康复。同时激活角膜细胞，
促进角膜更新，修复“血眼屏
障”，防止眼病复发。对白内障
及角膜斑翳等各种眼病的效
果极好。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
新药，并授予甲类OTC。

特别消息：“白内障复明
工程”来到我省，打进电话可
享受成本价购买。详细咨询:
0531-86990609

中医认为，人与天地相应，都
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
律。冬天人体新陈代谢相对缓慢，
是养生保健的最佳时期。冬季干
燥，人往往出现皮肤缺水、咽喉干
痛、鼻燥唇干等症状，这时大家不
妨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茶
饮。自古以来，茶除了解渴功能之
外，在养生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冬季饮茶有润燥暖胃、驱寒提
神、改善血液循环等保健功效。

今年下半年以来，普洱与柑
皮混搭的“小青柑”茶因独特口感
风格和保健功效显著而备受消费
者的广泛认可。茶马史诗推出的

“玲珑小青柑”精选七八月份未成
熟的新会天马村青柑，填充上等
的六年金芽云南普洱熟茶，具有
芳香油含量高、质硬皮薄、气芳
香、耐存贮等特点；在口感上，小
青柑果香明显，混合熟普的醇厚，
爽口甜润；柑皮和普洱结合，从香
气、滋味的融合中带给人们全新
的感官体验，更具有润肺生津、理
气健脾、消积化滞、燥湿化痰、疏
通五脏等功效。

小青柑造型小巧，制作工艺
严格，每颗在8—12克之间。一天一
颗，一颗一泡，方便日常冲泡饮
用。很多不喝茶的人都对玲珑小
青柑情有独钟：“小青柑个头不大
却非常精致，柑皮香气与普洱茶
香浓郁，清新好喝！”

为带给广大爱茶者更好的品

饮体验，茶马史诗特推出小青柑
牛皮纸袋装、伴手礼盒装等不同
包装规格，为消费者提供更为时
尚而便捷的体验方式。精美的外
包装、独特的口感风味以及极佳
的保健功效，无论自饮还是送礼
都非常适合。

【玲珑小青柑伴手礼盒】规
格：8颗/盒，价格：120元/盒

【玲珑小青柑牛皮纸袋装】规
格：250克/袋，价格：280元/袋

齐鲁晚报读者在以上价格基
础上另享八折优惠，欢迎品鉴。这
个冬天，让清新健康的小青柑陪
您温暖过冬吧！

茶马史诗是普洱市天下普洱
茶国有限公司旗下的主力品牌。
天下普洱茶国有限公司是经普洱
市人民政府批准，云南省唯一一
家从事普洱茶种植、生产和销售
的国有企业。现面向全省诚招渠
道、代理商。13065076666

品鉴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7513号(学府大酒店往东100米路
北)

订购热线：0531-81758658

腰腰突突、、颈颈椎椎病病疼疼痛痛不不止止能能拖拖吗吗
民间中医外敷药包“睡觉疗法”升级，邀您免费体验

寒气袭来，腰突、颈椎病、
肩周炎、膝关节疼痛者骤增。
民间名医王立财提醒“风湿骨
病反复拖延痛苦不堪，严重者
致瘫致残。我奉劝大家少走弯
路，快用我的睡觉疗法。”

据悉，王立财祖居吉林
通化，痴迷中医创新，擅长颈
腰椎、老胃病(另有食疗方效
果更佳)。王大夫17岁从医，
行医47年，开方下药与众不
同，独家使用水蛭、土虫等血
肉之品，研发出风湿骨病外
敷方。为满足顽固不愈者需
求，现该方升级，采用奇方猛
药、中药超微破壁技术，患者
只需睡觉时外敷12小时(重
症者可加长2小时，同样达到

满意)，被誉为睡觉疗法。很
多人使用30天花费不到几百
元，开车跑步爬山均不耽误，
重症反复者也不过3—5个
月。王大夫因研发百脉中药
包获国家专利2008103020868
入选《世界名人辞海》，并被
誉为民间名医。

王大夫声明：为庆祝小
偏方“省中医店”开业，重症
者拨0531—86666626报名可
480元买3送3包 ,赠品不满意
分文不花。行动不便者可货
到付款。本人以行医40余年
信誉担保不欺骗患者，可康
复后拍CT片对比。敬请康复
者代我宣传，谢谢！因该方不
含激素西药，不发热无刺激。

白白内内障障新新药药在在我我省省首首次次亮亮相相

种植牙讲座见证10

分钟缺牙神奇再生

在16层全净化消毒系统的独
立种植室里，来自韩国圆光大学
的种植专家采用微创舒适种植技
术，通过环切备洞、镶入植体、咬
合测试、安装基台……给王女士
种上德国进口的牙根，整个过程
差不多10分钟。10分钟后，王女士
来到会议现场向其他等待种牙的
顾客说道：“种牙一点都不疼，比
拔牙还要简单，现在就是嘴角有
点麻，又快也不疼，看来之前的担
心都是多余的！”“10分钟这也太
快了，也没出血，也不疼，看来技

术真的是不错呢。”全场观众都在
议论着王女士刚才的手术。

王女士“回门”再种

牙：一点不疼比拔牙还

轻松

“我今天算是第二次来拜博
种牙了。因为这里种牙不疼技术
好，而且是大品牌的连锁医院和
大品牌的种植牙，可信度高，我都
推荐了好几个亲戚朋友过来种牙
了。上回我种完牙，回家很快就能
吃东西了，那次种的是韩国进口
的种植牙，这次听说有了德国的，
那我赶紧预约了名额，都说德国
汽车好，种植牙肯定也差不了。”

王女士张开嘴巴给大家看她刚种
上的新牙，新牙如同真牙，装在嘴
里真假难辨。看完王女士种的牙，
当天就有30名顾客交上定金，想
让韩国专家把这牙种上。

拜博德国精工品质

种植牙，价格更亲民

李老师是第一个缴纳预约金
并且当天下午就种牙的顾客。她
高兴地说道：“种牙怕疼的我，这
下终于不怕了，亲眼看了其他种
牙的朋友不疼不肿，可算放心了。
现在种牙还有优惠，而且还是德
国进口的种植牙我不能错过了。”

27日当天最后一位到达现场

的刘先生，听了刘教授的种植牙
讲座之后，立即找医生设计了种
植方案，看到韩国医生设计的种
植方案后，刘先生非常满意，当天
就种上这三颗德国的种植牙。刘
先生说：“我早就听说过德国种植
牙技术严谨、精工品质，而且我开
的车，家里用的家电好多都是德
国的，赶上这次团购会，没想到价
格这么合算，我相信德国品质，没
问题。”

据悉，拜博口腔成功牵手
全球闻名的德国大牌种植体厂
商，拿出一个近乎成本价的价
格来践行“让老百姓种得起牙”
的公益活动，为中国百姓解决

“种牙贵”的大难题。

拜博口腔德国进口

种植牙，成本价掀起冬

季种牙热潮！

(一)预约种牙礼：专家挂号
费、种植手术费、口腔全景CT
检查费、种植方案设计费等四
项费用全免！

(二)预约进店礼：健康口腔
体检套餐礼+口腔护理三件套
免费送！

(三)种植牙体验价：德国精
工品质种植牙近乎成本价；种植
牙含牙冠限时抢约，仅限50名！

(四)预约种牙：0531-8238
9888

核心提示：11月27日上午，拜博口腔第一届品质种植牙团购会成功举办，现场参与团购的品牌种植牙包括韩国、德国进口的高端品质
种植牙。现场50多位泉城市民听了省中医主任医师刘挺立的种植牙讲座。讲座完毕后，公布了两款进口种植牙的团购价格，由于价格特特别
合适，大家纷纷去找医生设计方案，现场30多位市民当场缴款要求种牙。

主办：齐鲁晚报 山东省抗癌协会

协办：齐鲁制药

三三叉叉神神经经痛痛反反复复发发作作怎怎么么办办
三叉神经痛常表现为面

颊、口角及舌部电击样、刀割
样、撕裂样剧痛，严重者不敢
洗脸、吃饭、刷牙……【颅痛
宁 颗 粒 】( 国 药 准 字
B20040012)由黑龙江省济仁
药业历经多年研创而成，该
药是治疗三叉神经的纯中
药 ，获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ZL200410013636 . 6。【颅痛宁
颗粒】温通散寒，活血止痛。
专治寒凝血瘀所致三叉神经

痛(症见面颧部、唇舌及齿槽
发作性疼痛)。忠告患者：三
叉神经反复疼痛，应及时正
确治疗，万不可走向治疗误
区，延误病情。

地址：济南经二路172号
医药大楼，济宁二院对面康
福，临沂忠信堂，德州医药大
楼三易，聊城水城药店，菏泽
曹州，泰安龙潭。咨询：0531-
86272430。(买10赠2，全国免
费送货，药到付款)

茶马史诗小青柑优惠热销

冬冬季季来来杯杯““小小清清新新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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