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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岁的王小姐，近三年来反复出现口

腔溃疡，几乎每个月都要发作 1 ～ 2

次。虽然频繁发作，但是工作繁忙的王小

姐一直认为口腔溃疡是个小毛病，所以一

直都按单纯的口腔溃疡进行治疗，直到前

几天，王小姐抽空去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

查，才发现自己原来得了“白塞氏病综合

征”，而且有口腔白斑(口腔癌前病变)的

临床特征。专家提醒，怀疑自己的口腔溃

疡“不寻常”的患者，应及时到齐鲁中医

药研究院泉城医院就诊。

齐鲁中医药研究院泉城医院是国家重

点中医药科研基地之一，自 1986 年起，组

成了以国内知名专家靳成荷教授为首的专

家队伍，根据口腔溃疡、扁平苔癣、白塞

氏病的发病机理，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

中，精选出几十位名贵中草药，研制出新

型纯中药口疮败毒胶囊，该药以可喜的治

疗效果获国家药品监督局的认可并获准上

市。口疮败毒胶囊截止到 2009 年 12 月 31

日，治愈患者已突破 41098 例，已让众多

患者重拾信心，恢复健康幸福生活。口疮

败毒胶囊在对治疗口臭、复发性口腔溃

疡、扁平苔藓、白塞氏病等急慢性口腔粘

膜疾病具有独特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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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脑病有望一药攻克
脑血栓后遗症及中风偏瘫、脑萎缩及老年痴呆、脑瘫、帕金森、癫痫一药解决

被国际医学界称为“治脑一绝”的蒙

古红药，采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

古国原始炼丹技术，经 72 道工艺、108 天

炼制而成，最终打磨成红褐色的丹药。

经过多方协调，被国际医学界称为

“治脑一绝”的蒙古红药，终于被我国原

方、原材料、原工艺全套引进，在中蒙合

作生产企业“中蒙制药”获得批量生产，

并拥有了国家审定的中文通用名称“珍

珠通络丸”。这是我国首次以合作方式引

进国外特效脑病产品，来解决我国脑病

在临床治疗上无特效药的实际难题。

据一些患者的家人反映：这种进口

红色丹药丸的服用方法特别怪，不仅一

天只需服用一次，而且每次只能服单数

粒，不能服双数粒。更令人惊讶的是，按

此种怪法服用，见效特别快，一天一个

样，一月一个大变化，从未经历过。有的

脑栓偏瘫患者，一个月左右就能灵活走

路了；有的脑萎缩、痴呆患者不到一个

月，大小便就能自理，不再用家人照看

了；有的帕金森、癫痫患者仅二十几天，

震颤和抽搐就捡起来；16 岁的脑瘫儿，

12 年从未叫过妈，服用仅 2 个多月就开

口叫妈了！一丸小红药治愈五大脑病也

在众多患者中传颂。

专家指出，10个脑病 8个呆傻 9个瘫，

不解决傻和瘫，脑病就不能算治好。进口蒙

古红药全部引进蒙古大漠天然野生特种药

材组成，抓住“治傻和治瘫”这个根本，通肾

络生脑髓，通脑络修神经，通经络活筋骨，让

五大脑病患者结束傻和瘫，变得聪明，活动

自如，实现生活自理。目前，这种进口红色丹

药---蒙古红药通过国家调拨在我省上市，

有关情况可拨打0546-7510120 了解。

送康复，送疗法，数位知名帕金森病治疗
专家现已抵达我省，帕金森病人“3N 疗法止

颤止僵”专场咨询活动正火热开展，我市力邀

脑病专家班耀科主任 11 月 21 日莅临东营，现
发放救助治疗名额 100 个，如果你想单独约见

帕金森病专家，请拿起电话，参加本场征集：

报名条件：1、对美多巴、安坦、息宁已无

效果者；2、震颤、僵直严重者；3、姿势异常，

出现面具脸，走路困难者；4、卧床不起，生活

无法自理者 5、怀疑自己是帕金森病的患者。

获得救助名额后，即可预约帕金森治疗
专家单独会诊，参加“ 3N 神经再生+神经康
复+神经调控”治疗，享受特别推出的“神经

康复+神经调控大优惠”的照顾，一个月可节

省治疗费用近 3000 元。

报名热线：0546-7606120

寻找100名帕金森患者

换钱“魔术”骗走 3000 元
骗子咨询旅游线路时用零钱换整钞，旅行社好心帮忙中了招

本报 11月 10日讯(见习记

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加元)

近日，滨海警方接到报警，称

有两男子以零钱兑换百元整钞

为由骗钱，两人合伙“换”走某

旅行社 3000余元。

11月 7日 18时许，在旅行
社上班的张小姐报警称，有两

名男子来到旅行社，一名男子

要求用零钱兑换百元整钞，说

是孩子过生日装红包，要挑几

张新的。另一名男子询问张小
姐旅游线路。结果两男子走后，

张小姐发现兑换完的钱居然少

了 3000余元。

据受害者张小姐介绍，

两名男子均 30 岁左右，南方

口音，打扮时髦。7 日下午，他

们到前台后，要求将手中的

零钱换成整币。当工作人员

热心的将百元钱换给对方

时，一男子却以纸币太旧为

由多次要求更换。另一位男

子却不停地与张小姐聊天。

警方通过旅行社的监控
画面清楚地看到，一名男子

在换币的同时，左手将一叠

钱塞进了口袋。通过对镜头

的慢放，民警看清了男子调

包的全过程，在张小姐给了

该男子百元整钞后，男子右

手数钱，左手快速抽出了一

叠百元大钞。该男子动作隐

蔽、手法娴熟。另外一名男子

不停地与她聊天，在看到同

伙得手后，这名闲聊的男子

也迅速“撤退”。直到下班结

账时，张小姐才发现钱丢了。

目前，滨海民警正根据监

控录像追查两名嫌疑人。民

警说，调包骗局多发生在市
场、酒店等闹市区，受害人一

般是妇女、外地游客和老人。

骗子通常调包的动作非常

快，市民不仔细观察是看不
出破绽的。对此，滨海警方提

醒广大市民，一旦遇到类似

的调包情况，应立刻有所警

觉，当面反复清点。以防类似

的“换钱”事件再次发生。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

习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蔡艳柱) 近日，滨海公安

局滨南分局一举抓获了 4

名盗油犯罪分子，该盗油团

伙自 9 月 16 日起至 11 月 9

日共盗窃原油 20 吨。

滨南分局民警于 11 月

9 日凌晨 4 时许，巡查到一

油井时发现油井井口已被

卸开并接上了盗油用的管

线。管线一直通到油井旁边

的一个挖好的坑内，里面还

在冒原油。为了不打草惊

蛇，民警决定暂时撤出井

场，在附近架网守候。

凌晨 5 时 30 分许，民

警重新返回。接近井场时，

民警发现了可疑人员，并将

其迅速擒获。

经查明，被抓获的“油

耗子”为丁某，1 9 岁。自
2010 年 9 月 16 日以来，丁

某伙同他人先后多次窜至

油区油井盗窃原油 20 余

吨，价值 5 万余元。

丁某落网后，滨南分局

先后于 11 月 9 日、11 月 10

日分别将其团伙另外 3名成

员张某、宋某、苏某抓获。

4 人结伙盗油

俩月偷了20吨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

习记者 任斌 通讯员

孙淑香) 近日，东营工商

分局接群众举报称，某乡

镇的废品收购站，利用回

收的名酒包装勾兑假冒名

酒进行销售。工商执法人

员赶到现场，查封了制假

窝点，并发现回收站老板

竟与一些酒店签订了名酒

包装回收合同。

近日，有群众向工商

部门举报，某乡镇一废品收
购站生产假酒。该废品收购

站位于该乡镇偏僻地区，以

此作为掩护，利用回收到的

名酒包装盒，勾兑假冒名酒

进行销售。

接到举报后，工商执

法人员赶到该废品收购

站，当场扣留“五粮液”包

装 62 套，“国窖”包装 37

套，“茅台”包装 50 套，“泸

州老窖”包装 20 套，封口

机 1 台。据了解，这些被假

冒品牌，都是当前销售火

爆且价格不菲的名酒。

在检查中，执法人员

发现，回收站老板与东营

市区的一些大型饭店、酒

楼及高档消费场所签订名

酒包装盒回收合同，合同

额度高达十万余元。

对此，工商执法人员

表示，各名酒厂家应该在

该地区协调国有物资回收
公司与宾馆和饭店签订统

一的回收协议，并对回收
废旧物品进行销毁，以防

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高价出售名酒包装盒

大酒店帮着别人造假酒

轿车自燃
8 日 13 时左右，一轿车行驶至利津县辛河路汀罗镇卫生院北侧自燃。汀罗镇

派出所民警和利津县消防大队迅速赶至现场将火扑灭。据调查，该车是因线路老

化而自燃的。

本报见习记者 嵇磊 通讯员 白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