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年前，山东兖州的孔老先生

为了生计加入了闯关东的大潮，在黑

龙江省双鸭山落户安家，一晃五十多

年过去了，生活倒也安逸。谁也没有

想到，不幸会降临在他的头上，2008

年春节刚过，孔老先生明显消瘦，体

重由 140 斤骤降到 110 斤，到医院检

查，所有人都惊呆了--老人患了胃

癌，而且是晚期，生存期多则半年，少

则三个月。

虽然是晚期，病还是要治疗的，

老人住进了当地一家医院住院，仅仅

五天的高剂量化疗，就让老人深深体

会到了超强度药物治疗带来的体力

透支，毕竟老人已经七十一岁高龄

了，经不起折腾了。再加上亲眼看到

众多病友经受放、化疗带来的副作

用：恶心、呕吐、脱发、体力不支，最后

在痛苦中死去。于是，老人决定尽快

走出误区离开这家医院。

既然已经治疗无望，老人有自己

的打算，他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回一

趟山东老家，给自己的父母双亲上最

后一次坟，尽自己的最后一次孝心--

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自己也将随父

母而去。

孔老先生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片

孝心换来了生的希望，就是这次故乡
之行，让他得到了有效的治疗，生命

也因此而延续。

回到老家，弟弟得知了哥哥病
情，就像哥哥推荐了一种没有痛苦、

不用手术治疗肿瘤的方法--缓释库

疗法，因为正好他村中有一位接受该

疗法的患者，效果非常好。他们想该

患者咨询后得知，缓释库疗法不像常

规化疗，而是直接针对肿瘤进行用

药，利用数种药物巧妙偶联，形成整

合药力，直接、近距离、迅速杀死肿瘤

内的癌细胞，并且将高浓度的药物库

存其中，不断释放，杀死残存的癌细
胞。药物中还加入了缓释制剂，血液

中没有药物，所以几乎没有副作用。

最让他们感兴趣的是，改疗法已经获

得美国和中国专利，老人明白，如果

没有确切的疗效，想在美国获得专

利，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可以无痛苦治疗自己疾病的

方法，孔老先生心动了，原本已经抱

定必死之心的他重又有了生的希望。

可是耳听为虚，为了亲自考察这种疗

法是否真有效，他和弟弟、儿子、两个

侄子有块到保法医院进行“暗访”，到

病房和住院的病人聊天，巧的是，在

住院的病人中有黑龙江的，有辽宁

的，有天津的，大家都对“缓释库疗

法”持肯定态度。老人心里有底了。第

二天，老人就住进了保法医院。

没有手术的鲜血淋漓，没有常规

化疗的恶心呕吐，满头的银丝也没见

有一根松动，老人先后接受了四次

“缓释库”疗法治疗，感觉像在疗养院

疗养。肿瘤缩小了，疼痛没有，沉重的

包袱卸下了，吃饭香了，体重增加了，

和入院时判若两人。

半年后，老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写

道：患病的人往往有一种误区，认为

只有大城市，大医院才能自己的病，

这种观点很让人费解，我认为，少花

钱、无痛苦、疗效好，才是关键。我在

保法医院的经历让我坚信这一点。就
我来说，我是被所谓大医院宣判了

“死刑”的人--最多还有半年的生命，

少的话活不过三个月，现在半年过去

了，我活得很好。

七旬老人患晚期胃癌 回乡尽孝意外获新生

“要不是因为缓释库疗

法，要不是因为有于保法教

授，要不是因为我当初坚决
不去做手术，也许我还活不
到今天，也许我今天无法抱

着我的小孙子享天伦之乐！”

山东省菏泽市某单位退休干

部马老太太颇为感慨的对我

们说道。是啊，谁曾想到 8 年

前的马老太还徘徊在生死边

缘，8 年后的马老太却是面

色红润，乐享天年的健硕老

人。

2002 年春节，山东省菏

泽市某单位退休干部马老太

因为持续咳嗽和高烧去医院

检查发现，有一个 5cm×6cm

的肿块、纵隔见肿大的淋巴

结；辗转几家大医院确诊为：

中晚期中心型肺癌！突如其

来的灾祸，把马老太和全家

人惊呆了。当全家人商量去

哪儿治疗的时候，意见出现
了强烈的分歧：儿子竭力主

张去北京接受治疗；女儿坚

持在省城大医院治疗，省城

大医院医护人员的医疗技术

和各方面条件不比北京差。

然而不管儿女怎么说，马老

太和老伴都坚决不能同意，

不管在哪里治疗都要动手

术，对于已经活了 70 多年的

老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没

必要承受开肠破肚之苦。

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癌

症带走他们的母亲？马老太

的小女儿经过多番打听，了

解到“缓释库疗法”。她了解

到，“缓释库疗法”治疗癌症

不开刀，病人无痛苦。就这

样，马老太来到了济南保法

肿瘤医院，于保法教授亲自

为她注射“缓释库”后，马老

太连一点儿疼痛都没感觉
到。更让她瞧着稀奇的是，在

以后的日子里，她接受过化

疗和放疗，头发没见掉过一
根，也不感到恶心呕吐，肺部

肿瘤神奇般地缩小了很多。

现在的马老太一年来医院复

查一次，每一次来，精神都比

上一年要好。马老太常常语

重心长地说：“选对治疗方

法，癌症并不可怕！对于癌症

病人来说，做手术动刀是对

病人身体的一种极大伤害，

再加上后期的放化疗，各种

毒副作用让患者痛不欲生。

只要选对治疗方法，治疗癌

症并不是那么的痛苦！”

选对治疗方法，癌症并不可怕！

编者：缓释库疗法就是肿瘤

靶向治疗新技术，由留美学者、全

国人大代表于保法教授经过多年

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在总结

海外百年肿瘤内治疗的基础上创

造发明，获得美国、中国、澳大利亚

发明专利。

适用于肺癌，肝癌，胰腺癌，食

道、胃、肠癌，膀胱、前列腺癌，肾

癌，口腔、鼻咽癌，宫颈、卵巢癌，乳

腺、皮肤癌、恶性淋巴瘤，骨肿瘤等

原发或转移的各种实体肿瘤。

对手术失败、术后复发及转

移，不能或不愿手术者；对放化疗

失败或不能耐受放化疗者同样适

用。

缓释库疗法靶向治肿瘤不开

刀、无痛苦、效果好，能延长患者生

命，提高生活质量，捍卫患者尊严！

缓释库疗法咨询热线：0531-88553728 400-613-1120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地址：济南市经十西路 309 号(段店立交桥西 3 公里路北，市内乘坐 K56 路、78 路、20 路、7 路大杨庄站下车即到)。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济南市医保定点医院，济南市新农合定点医院。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不定期进行免费 CT、彩超、X 线检查活动，读者可来电查询优惠时间和优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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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件羽绒服，收份窝心礼
赠品洗衣液竟“早产”一个月

本报 11 月 17 日讯 (见

习记者 聂金刚) 张女士
在商场买了件羽绒服，同时
商场还赠送了一瓶洗衣液。

可张女士却发现，赠品的生

产日期竟是一个月后。1 7

日，记者见到了这瓶洗衣
液，看到上面的生产日期确

实是“ 2010 年 12 月 16 日”。

张女士在西城一家商

场购买了一件某品牌的羽
绒服。因为促销，顾客在买

衣服的同时可以获得一瓶

同品牌的洗衣液。张女士回

家后却发现这瓶洗衣液的

生产日期不对劲。

记者看到这瓶洗衣液
的瓶身上印有“生产日期见

瓶底”。瓶底上赫然印着“合

格 2010 年 12 月 16 日”的

字样，字迹清楚。仔细算一
下，这个生产日期竟然比购

买日期还晚一个月。“为什
么日子还没到，产品就先出

来了呢？”

张女士说：“这样的赠品

谁敢用啊？”买羽绒服有赠品，

本来是件好事。可生产日期错

了让消费者感到郁闷。张女士
怀疑商家打着促销的名义卖

劣质产品。

该商场的一名售后经
理称，他们销售的产品都是
正规厂家生产的，不可能是
假冒伪劣产品。出现“早产”

洗衣液可能是厂家在出厂

时打错了生产日期。据这位

经理介绍，商品的生产日期

都是厂家打上的，商场也无

法一一查验。销售经理承

诺，张女士若真是在该商场

购买的羽绒服，可以为其更

换洗衣液。

东营区工商局工作人

员提醒消费者，识别商品生

产日期时主要看喷印的色

泽和颜色。真的生产日期，

色泽发亮，假的生产日期通

常模糊不清，周围留有墨

迹。

本报 11 月 17 日讯（见

习记者 聂金刚 通讯员

刘世杰） 冬季来临，不
少市民开始添置羽绒服，可

是许多消费者不知道如何

鉴别质量。市民张女士 15

日购买了一件羽绒服，发现

并不暖和，这让张女士很无

奈。

张女士将买来的羽绒

服送到市质监部门进行鉴

定。经初步鉴定，张女士买

的羽绒服内填充物杂质多，

且不是合格羽绒。面对款式

繁多的羽绒服，东营市质检

部门专家为消费者支了招。

专家建议，应主要从五

个方面进行鉴别。

回弹性：将蓬松的羽绒

服按一下，再松开后迅速回

弹恢复原状的，说明羽绒的

蓬松度良好。

防钻绒性能：羽绒制品

面、里料应具有防钻绒性

能。拍一拍，发现钻绒的羽
绒制品肯定是劣质品。由于
羽绒具有柔滑的特性，有少

量的绒毛从缝线中钻出是

正常的。

透气性：羽绒服不能钻
绒，可要具有一定的透气

性，否则羽绒在受潮条件下

会不同程度地变质，散发臭

味。

气味：紧贴羽绒制品做
深呼吸，闻一下里面的气

味，避免选购味重刺鼻的商

品。可由于羽绒是动物羽

毛，有一定气味则是正常

的。

辅料：一件羽绒服上有

不少辅料，如拉链、金属扣

等，看其是否美观、光滑、松

紧适宜。

新买的羽绒服不暖和

“黑心”羽绒服里面杂质多

17 日，在济南路上，一羽绒服卖场吸引了很多消费者。记者

看到，羽绒服价格为 68 元到 300 元不等。卖场负责人向记者透

露，今年羽绒服价格一路飚升，有些厂家推出相对低价的产品，

赚取客源。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道

赠品洗衣液上印有“合格
2010 年 12 月 16 日”字样。

见习记者 聂金刚 摄

引客源低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