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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萎缩、帕金森是脑组织细胞受
损、萎缩、衰亡，脑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
早期症状为头晕健忘、流口水、行为异
常、行动迟缓、手足震颤；中晚期则痴呆、
大小便失禁、瘫痪，及早治疗尤为重要。

康脑丸是国家药监部门审批的国
药准字专业治疗药品。它精选广西高山
五指毛桃、牛大力、千斤拔、扶芳藤等多
味名贵壮药科学配伍，诸药合用，共同
协作，补肾益脾，健脑生髓，修复受损的
脑组织细胞，恢复脑神经功能。

康脑丸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原
文：“本发明药物具有补肾益脾，健脑生
髓功能，用于健忘头晕、倦怠食少、腰膝
酸软等症，即西医脑萎缩、老年痴呆、帕
金森等脑病，见效快，效果好！”

康脑丸为纯中药制剂，上市以来，
已成为治疗脑萎缩、老年痴呆病、帕金
森的理想药物。愿用后整个人焕然一
新，重享健康生活！

咨询热线：400-700-8835
桂药广审(文)第2018110356号 专利号：ZL200510004868X

脑脑萎萎缩缩 帕帕金金森森应应及及早早治治疗疗
一种治疗药物发明专利公开

痛风是一种代谢疾病,可引起关节功
能障碍、畸形等,有反复发作的特点。痛风
石严重时可致残、侵蚀脏腑,夺人生命。目
前,西医药对痛风尚无根治的方法。传统
中医药治疗痛风 ,方法不当 ,至今尚未有
很好的治疗痛风的药物。

刘小波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
士、副教授。“治疗痛风要解决三个难题,
第一快速安全降尿酸；第二稳定尿酸,溶
解痛风石；第三不伤肝肾,无副作用。”

科研团队反复验证,发现盐碱地种植
的葵花盘所具有的生物碱对尿酸有靶向
作用,且对痛风既安全又有效。科研团队

最终发现小分子肽能够载着生物碱、黄
酮快速进入血液 ,抑制嘌呤合成 ,快速降
解尿酸,排出体外,激活人体免疫系统,溶
解部分痛风石回到血液,周而复始就会把
体内的痛风石抽丝剥茧,最终达到溶解痛
风石的目的。

这项科研成果获得了两项国家专利:
《一种结晶酶解法制备的葵花盘提取物及
制备方法》、《一种葵花盘小分子肽备制方
法及医用用途》,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读者如对刘小波博士关于痛风的科
研著作感兴趣 ,可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青
岛：053281637084，济南：053186072551。

葛资讯

近日，青岛市民曲云云和王连成这对无偿献血的夫妻档，又如

期来到了血站，分别顺利捐献了400ml。今年是曲大姐坚持无偿献

血的第21个年头。“我们俩身体都很好，争取献到60岁”，曲云云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晓丽 通讯员 单玉 摄影报道

吉吉大大团团队队研研制制出出破破解解痛痛风风方方法法

夫妻一起 无偿献血

有些胃热津亏、阴虚郁热的人群 ,因熬
夜、烟酒过量、多食辛辣肥腻、工作压力大,有
时会出现：口臭、口苦口干、胃灼热痛、口腔溃
疡、肠燥便秘等症状 ,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上述症状可用养阴口香合剂。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高原苗药养
阴口香合剂，国药准字，选用贵州名贵金钗石
斛鲜品入药，从药材源头把关，精选十余味地
道药材而成。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胃
泻火、行气消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口臭、咽干口苦、口舌生疮、齿龈肿
痛、肠燥便秘、胃灼热痛等症。一次30毫升,一

日两次。疗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功能主治：清胃泻火，滋阴生津，行气消

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
致的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
口苦，胃灼热痛，肠燥便秘。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臭口苦口干对因治疗要重视 治口臭口疮养阴口香合剂有信心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是病原真
菌引起的甲感染。患了灰指甲的患者在潮湿
的环境和季节，不注意个人卫生或人为的使
指甲表面组织不断受异物侵蚀破坏，指甲愈
加脆弱，更容易感染或复发。灰指甲变形、发
黑(黄)让人难堪，更需及时治疗，避免传染健
康指甲，或其它部位感染。灰指甲患者选药，
请认准国家批准的正规产品。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请用国药准字药
品——— 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国药准字
H52020539)，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用于甲癣、手癣、足癣、体癣、头癣、花斑癣，并
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也用于疖、蚊虫叮咬、
手足多汗症。对真菌、细菌等均有效，还能软

化指甲角质层，增强药物皮肤渗透。涂搽本品
于患甲，坚持使用至新甲长出。每天1~2次。简
单又方便，坚持治疗有信心。

适应症：1、用于足癣、体癣、头癣、花斑
癣、手癣、甲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2、用
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

伊甲В复方聚维酮碘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灰甲不灰心，治疗有方法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

激如烧灼感，或过敏反应如皮疹、瘙痒等。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52020539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5号

网址：http : / /gzwst .com .cn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治肠炎止腹泻 拉肚子用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如果您的生活中出现了：饮食刺激、精神

紧张就腹痛难耐，反复腹泻，有时还伴有粘

液、脓血等症状，请别忽视！患上了急慢性肠

炎(小肠、结肠、直肠粘膜炎症)、功能性腹泻、

肠易激综合征等引起的腹泻应及早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

碱胶囊，质量标准起草单位，用于功能性腹

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

泻。拉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В 鞣酸苦参

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老年少儿均可使用。

长期腹泻患者应按疗程使用，巩固疗效。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和急慢性肠炎、

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5095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1号

乙 类
OTC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少数人有

头昏、嗜睡、恶心等症状。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688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4号

网址:http://www.gzwst.org

甲 类
OTC

网址：http : / /www.gzwst.com 经销药店与下面伊甲相同

经销药店：济南：祥和堂药店(高新齐鲁软件园)、聚成阁连锁、平嘉连锁、好药师连锁、天马医保城连锁；济宁：广联连锁、明
珠连锁；烟台：燕喜堂连锁；威海：燕喜堂连锁、环翠楼大药房；潍坊：金通连锁、远东连锁 ;青岛 :医保城、国风、众生、成大方
圆、利群、丰硕堂、海王星辰、百姓阳光、北京同仁堂、一丰堂、春天大药房、鹤春堂等各大连锁药店均有售。

经销药店：济南：三九连锁、祥和堂药店、聚成阁、漱玉、平嘉、海洲、立健、好药师、天马医保城；济宁：广联、漱漱玉、明珠；烟
台：立健、燕喜堂；威海：燕喜堂、环翠楼大药房；淄博：仁和堂；潍坊：金通、远东；青岛：医保城、国风、众生、、成大方圆、利
群、丰硕堂、海王星辰、同方、紫光、百姓阳光、北京同仁堂、一丰堂、春天大药房、鹤春堂等各大连锁药店均有售。。

甲 类
OTC

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肠易激综合征，请用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本品可刷医保卡

小腿内侧出现像蚯蚓状弯曲隆起的
“青筋”，这是静脉曲张的初期表现，任其
发展会蜿蜒成团，发紫发黑、痒痛酸麻、腿
困无力，肿胀溃烂。

为让更多患者验证热销五年准字
号静脉曲张专用药【脉乐舒】的确切疗
效，厂家特拿出1000盒的产品，出厂价向

我省患者发放，让患者亲身体验【脉乐
舒】的真实效果。【脉乐舒】一抹一揉无
需手术、无论轻、重度静脉曲张脉管炎，
老烂腿均可使用。

申购活动已在我省开始，如果你患
有静脉曲张疾病，请您马上拨打400-
8766-587报名申购。陕医械广审(文)第2018080099

静静脉脉曲曲张张 来来电电申申领领

不仅可导致全口
牙掉光，缺牙不补危害
全身健康

“老掉牙”——— 老了就一定
会掉牙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观
念。有的人门牙掉了，怕影响美
观，于是就会赶快去镶牙；有的
人缺了一两颗磨牙，不影响吃
饭又在看不见的地方，就觉得
不要紧，先放着吧！其实，这不
仅会影响口腔健康，甚至消化
系统也会产生连锁反应。医学

专家发现，牙齿缺失不仅会对
老年人的饮食、容颜、心理造成
极大损害，更会危及心脏、脾
胃、肾脏等重要脏器功能，给老
年人的生活造成极大的痛苦与
不便。

中老年种牙难度
大，对症治疗才能事半
功倍

牙槽骨缺失的解决方案：
很多老人因为缺牙时间长、缺
牙数量多，或者长期佩戴假牙，

导致牙槽骨越来越薄，口腔情
况也越来越差。以往这种患者
往往需要耗费时间与金钱进行
植骨，不仅等待时间长，更要承
受失败的风险。随着种植牙诊
疗技术的发展，牙槽骨极度缺
失患者如今不用植骨也能种
牙。此种植技术既能减少手术
痛苦，又能缩短愈合时间，也更
为安全可靠。

高龄、怕疼、有全身性疾病
的解决方案：不少老年人都患
有全身性疾病，在病情得到控
制、全身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是

可以种牙的。对这些老人，也可
以采用静脉镇静，在睡眠中即
可完成种牙，而且目前在种植
牙领域中采用较多的数字化种
植导板技术，种牙更精准高效，
无需反复切开、缝合，创伤小、
出血少，可极大降低患者的痛
苦程度。

不想等待的解决方案：在
传统的种植技术下，从牙骨移
植到植入种植体再到最后安装
牙冠，往往需要耗时数月到一
年不等，这漫长的空牙期让很
多人对种植牙望而却步。而只

要自身条件许可，目前的技术
已经可以当天即可完成全部种
植，没有空牙期，一朝种牙可享
晚年好口福。

活动链接：

1、到院检查就能拿奖品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欧系种植体免费送，仅
限20颗；

3、充值5000送1000，充值
50000送10000。

预约电话：0531-82389888

上上年年纪纪想想种种牙牙，，怎怎样样才才能能又又快快又又好好
欧系种植体新品发布 20颗植体免费送 预约电话：0531-82389888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刚过花甲之年的徐老伯，因为年轻时即患有牙周病，且自身口腔保健意识不强，置之不理、任其发展，先是牙齿慢慢松松动，然后一
颗一颗地相继脱落，到四十岁上下全口牙齿就掉光了。“因为缺牙，这几年就没吃上几顿舒心饭。”徐老伯忍不住叹息息道。

像徐老伯这样，患有重度牙周病，全口缺牙二十年，还有可能修复吗？上了年纪，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病，如何安全种
牙？多年佩戴假牙，导致牙槽骨吸收严重，是否要经过漫长的植骨过程才能种牙？上海有众多缺牙、戴假牙市民为牙齿齿困扰犯愁，想做
种植牙，又对市面上的种植技术、种植专家、种植体的选择犯难。

“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王倩)
6月22日，山东新中鲁中医医院开业

典礼于济南市历下区山师东路28-4
号举行。

据悉，目前山东新中鲁中医医院
内设有中医内、外、妇、儿、骨伤、皮
肤、耳鼻喉、肿瘤、推拿、针灸科室及
心电图室、彩超室、化验室、放射影像

等科室。
同时建有国医大师张志远名老

中医传承工作室、全国名老中医迟华
基传承工作室、姜建国传承工作室、
陶汉华传承工作室等数个名老中医
传承工作室。这些医生学养深厚，医
术精湛，是新中鲁中医医院更好发展
的宝贵财富。

山山东东新新中中鲁鲁中中医医医医院院开开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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