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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架不搭桥

轻松治好心脏病

长期以来，心脏病人有两
大苦恼：一是长年吃药之苦，
药越吃越多，病越来越重；二
是手术支架搭桥费用高、风险
大。北京一位78岁离休老干部
患冠心病18年，天天吃药，还
做了冠脉支架手术，钱也花

了，罪也受了，但术后两年再
次发病。服用了高科技生物制

剂“国科活心活”，五步一体科
学疗法让老先生感慨万分：

“要是早用上这个药，根本用
不着白挨那一刀啊”。

多家权威临床验证

经国家临床基地北京协
和医院、首都医院、北京301医
院、同济医院、河北医大附院
等权威机构，上万例临床验
证，“国科活心活”对冠心病、

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缺血、
心率不齐、早搏房颤、胸闷气
短、动脉硬化、高血压(低血
压)、脑供血不足以及风心病、
心肌炎等疗效显著。绝没有西
药扩血管、中药活血的毒副作
用及不良反应。服用当天见
效，症状明显减轻。服用一疗
程：胸闷、心慌、气短、头昏乏
力等症消失。服用两疗程：早
搏房颤、心绞痛逐渐消除。服

用三疗程：心脏供血恢复正
常，受损心肌完全修复，血栓
斑块被清除，血脉畅通，患者
彻底康复。

专家忠告

治心脏病治表不治本是
白花钱！西药扩血管缓解一时
且副作用大，中药仅能活血，
而不能溶解粥样斑块，外贴外
敷更无法使足量药物进入血

液，是典型的治表不治本！提
醒患者选药须慎重，切勿上
当！

特大优惠

买５盒赠１盒
买１０盒赠３盒
买１５盒赠５盒
买２０盒赠１０盒

详情咨询：0531-89088480
各地免费送货

既活心又救命 3疗程征服心脏病
高科技生物制剂 国药准字 国科活心活 20分钟见效 20天激活心脏

国药大川芎片独含
“HT神经调节因子”疏通
经络，双向调节脑部神经，
彻底治疗偏头痛，神经性头
痛、三叉神经痛，当天使
用，立即见效。一次治疗，
就杜绝复发。
咨询：86639008
地址：宏济堂(大观园东门
对面)

三叉神经
偏头痛
大川芎片

专家揭秘：一夜效膏药又
名千山活血膏，是北京张修成
教授研制而成的国药准字号
Z20025596号新型特效黑膏
药，该药已在北京各大医院临
床使用。主治：膝关节骨质增
生、滑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
损伤、风湿性关节炎等。由于
该药方精药奇，疗效确切，采
用穴位贴敷，能快速修复关节
软骨和韧带的退行性变，消除
关节水肿、粘连、僵硬、疼痛、
增生。一般三天可恢复正常生
活，1-3疗程即可。一个疗程15
天，单膝需3-5盒。
电话：86639008 地址：宏济堂
（大观园东门对面）

一夜效膏药速治

膝关节
骨质增生
滑膜炎

祖传秘方唐金保面瘫康
复贴一贴见效，２－３个疗程
治愈。主治面瘫、面肌痉挛、
面瘫后遗症、面肌僵硬、麻木
萎缩。

经销：宏济堂（大观园
东门对过）

电话：83990551

面瘫痉挛
好不了
快快来找唐金保

祖传秘方聂广明结肠炎
贴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不打
针，不吃药，不复发。20天还
您一副好肠道。适用于结肠
炎，直肠炎，溃疡性、慢性结
肠炎，腹痛腹泻。

电话：82582229
地址：宏济堂（大观园东

门对过）

结肠炎
不再
年年治

大腿根内侧、阴囊、会
阴、肛周出现小丘疹、湿
疹、红斑连片，还伴有脱
屑、黏液、瘙痒难忍，使人
心烦意乱，这是股癣在作
怪。股癣的危害在于难治易
传染，由于抓挠，病菌四处
传播，很容易传染家人。

蜂毒股癣净—是从新疆
黑王峰的蜂毒原液中提取出
蜂毒肽，然后，针对致病菌
属性和皮肤特点研制而成。
蜂毒肽具有渗透快、穿透力
强、瞬间干燥、快速止痒等

特点。能激活皮肤细胞再
生，形成保护性抗体，以毒
攻毒疗效显著，且愈后不复
发；患者在使用1—3天后瘙
痒消失；1—2周癣体脱落，
正常皮肤开始生长；4—5周
表皮修复，让你拥有光滑的
皮肤；该药是外用剂型安全
可靠，对肝、肾功能无任何
影响。3盒一疗程，现买3赠
1。(市内免费送货)
咨询电话：0531—86687225
经销地址：宏济堂参茸大药
店(共青团路66号)

大腿根瘙痒、难治易传染

木瓜乌蛇胶囊上市以来，
全国数以万计风湿骨病患者
受益，以亲身经历见证木瓜乌
蛇胶囊实实在在的效果。疗程
短，见效快，3--5疗程告别各
种风湿骨病的折磨。祛风修
骨，双重功效。剂型好，药量充
足，吸收充分。纯中药制剂，无
毒副作用。

【适宜人群】风湿，类风湿
性关节炎，肩周炎，股骨头坏

死 ，骨 质 增
生，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
出 ，手 足 麻
木，风湿性心
脏病，强直性脊椎炎，坐骨神
经痛等各种风湿类痹症。济南
总经销地址：北京同仁堂济南
药店(历下区东关大街68号)
咨询热线0531—67889797

市区免费送货

用事实说话 以疗效服人 满意率95%以上

风湿骨病要治好 木瓜
乌蛇胶囊少不了

方氏第九代传人——— 方文
生，现任长白山新华医院中医中
药研究所所长,副院长。方教授
依据方家祖传秘方，历经数十年
潜心研究，研制出“不用手术”就
能告别痔疮的“方氏痔疮膏”。其
有效成分是普通膏剂的十几倍！

克服了其他油膏难以吸收、油腻
等特点。作用迅速，5分钟即可渗
透到痔核内部。使用者可得到快
速治疗，当天止血、止痛，1—2个
疗程彻底告别痔疮。
地址：大观药店(买2赠1)
电话：0531—86603389

痔疮5分钟见奇效
方氏痔疮膏 代替手术刀

老人尿失禁，小孩尿床，
不及时治疗后果严重，口服药
副作用大且见效慢。“奇域神
草”药贴，传世密方，纯中药贴
剂，贴肚脐，起效快，对肝脏安

全无副作用，3贴见效，1-2疗
程彻底康复。
专家热线：89697667(免费送
货) 经销：大观园华东药店

章丘明隆药店

贴3次不再尿裤子
上市3周年 康复2万人

鱼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
养价值极高。可是，到底买多
大的鱼好呢？

总的来说，同一种鱼，个
头小的更安全。因为它们年龄
小，体内有害物质积累得也
少。不过，如果鱼的个头太小
又会刺多、肉少，吃起来不方
便，鲜嫩程度也差一些。综合
两者考虑，专家提出了常见几
种鱼的理想重量。

草鱼选3-4斤。草鱼便
宜，鱼肉也鲜嫩可口。重3—4
斤的草鱼，细刺较少，吃起来
也容易些。川味酸菜鱼、重庆
烤鱼、草鱼豆腐等都是很美味
的做法。

鲤鱼选1-2斤。这样的鲤
鱼，肉质最鲜嫩。鲤鱼鱼腹两
侧各有一条细线一样的白筋，
去掉可以除腥味；在靠鲤鱼鳃
部的地方切一个小口，白筋就
显露出来了。红烧鲤鱼、糖醋

鲤鱼等味道都很好。
鲢鱼2-3斤。鲢鱼适用于

烧、炖、清蒸、油浸等烹调方
法，尤以清蒸，油浸最能体现
出鲢鱼清淡鲜香的特点。注意
清洗鲢鱼时，要将鱼肝清除
掉，因为其中含有毒质。

胖头鱼4—5斤。鲢之美在
腹，鳙之美在头。胖头鱼头大
而肥，肉质雪白细嫩，鱼头火
锅、剁椒鱼头等都是时兴的美
味吃法。

鲫鱼0 . 5-1斤。这个重量
的鲫鱼肉质最鲜嫩，还略带甘
甜。鲫鱼烧、炖、焖均可，但以
做汤最为美味。

最后，专家建议，活鱼买
回家后，可以用清水养一两
天。如果是已经杀死的鱼，建
议用清水浸泡1个小时左右。
鱼千万不要长时间存放，洗鱼
时要先去掉鱼鳃部分再充分
洗净。

鱼买多大的好

格专家支招

肝癌晚期肺转移患者范老
师，放疗时白细胞下降到2000，
出现呕吐、厌食、失眠等症，被
迫中断治疗，家人心急如焚，不
知该怎么办。经病友介绍服用
中科院口服细胞因子，一周后
呕吐、厌食改善，15天后能睡着
了，一个月后胸腹水吸收，白细
胞升到4500，半年后肿瘤明显

缩小，转移灶消失，外人看来和
正常人一样了。

由中科院和浙大研制的生
物治疗新药口服细胞因子获国
家发明奖，其含有基因工程强
化的LITAF、GMF、Hep-59等
细胞因子，可诱导肿瘤部位产
生肿瘤坏死因子，专一杀伤肿
瘤细胞，缩小肿块。还可增强骨

髓造血功能，降低放化疗毒副
反应。服用后白细胞升高，顺利
完成治疗。晚期肿瘤患者单独
服用可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
存期。细胞因子适用于肺癌、胃
癌、肝癌、白血病等各型肿瘤，
效果显著。《现代肿瘤免疫靶向
治疗》做了大量临床报道。

详询0531-81183826

细胞因子治肿瘤 30天显奇效！
中科院新产品获国家高新技术发明奖(证号2004F23520101)

骨关节病是关节软骨退
变，对关节保护作用降低，引
发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
化、半月板损伤、游离骨等。很
多人变得步履蹒跚，上下楼关
节疼痛不敢使劲，久坐站起时
关节僵硬迈不动步，严重者关
节积水、肿胀甚至变形。

北京协和退休医师侯廷
翰肩负使命，六十年如一日

专攻此类疾病，他依据“人间
有种病，地上就有一种草”的
中医理念，对元代疗骨奇方
做了大量研究，终有良药【骨
痛消贴】问世，配方中他大胆
创新，使用了大剂量的白芨
白芷三七羌活等物，患者只
需把此药贴敷患处，疼痛当
晚就能缓解，一个礼拜症状
减轻，一月左右上楼、逛公

园、做家务，像正常人一样生
活…不怕病重，重症患者加
服【葛根沙棘冲剂】内服加外
用，有如风助火之妙，病越重
效果反而越明显。

照顾低薪人群，现买6送
1，买10送3，买20送8
骨科热线： 86876875
地址：济南市泉城广场北侧
邮政大楼东邻神农大药房

膝盖痛 滑膜炎 骨质增生 喜遇奇方

很多人一吃太饱，会觉
得胃里泛酸、烧心，其实这
种不适也可能是药物引起
的。近日，美国《健康》杂
志邀请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
医学中心胃肠病专家维克·
考尔博士介绍了最易引起烧
心的六类常见药，并推荐了
几种解决办法。

1 .退烧药。正常状态下，
胃酸不会伤害胃黏膜，这是
因为两者之间有一层保护胃
黏膜的物质。如果这种物质
分泌减少，人就会感到胃灼
痛、烧心。像布洛芬等常用于
退烧、止痛的非甾体类抗炎
药，就有这样的副作用。因
此，这类药最好在饭后服，一
旦烧心不妨吃点苏打饼干，
都可以缓解症状。如果症状

明显，还可改用扑热息痛，这
种药不会增加胃酸分泌。

2 .安眠药。安定片常用于
缓解焦虑、稳定情绪、帮助睡
眠，不过它还会舒张食管括
约肌，这可能引起胃酸返流，
有的人甚至因此半夜失眠。
这类人可在医生的指导下换
药或服用抑制胃酸的药物。

3 .降压药。“地平”类
的钙拮抗剂和“洛尔”类的
β-受体阻滞剂都是常用降压
药，它们也有松弛食管括约
肌的作用。如果服这两类降
压药时烧心，最好的办法就
是告诉医生更换其他降压药
物，因为可选择的降压药确
实不少。

4 .骨质疏松药。阿仑膦
酸盐、伊班膦酸钠都属于双

膦酸盐类药物，是目前最常
用的治疗骨质疏松药，这类
药大多会导致胃灼热，早晨
起床时服药可减轻症状。另
外，还可选择用药次数少的
新药，如唑来膦酸只需一年
打一针。

5 .钾片。很多心脏病患
者需要补钾，为防止吃钾片
后烧心，服药时需保持坐
姿，而且要多喝水。此外，
还可以改用肠溶型钾补充
剂。

6 .铁剂。补铁能改善贫
血，但也会导致胃酸返流。
口服铁剂最好在饭后，同时
需要站立或坐下服药，服药
后至少1小时内不要平躺。
另外，服药期间不要喝碳酸
饮料。

吃药烧心怎么办

国
内上市8
周 年 的
何 氏 狐
臭净，获
得 全 国

各地患者的普遍认可。多年
半信半疑的患者，如今纷纷
来店里购买。专家讲：何氏为
外用水剂，可均匀涂于腋下
皮肤，特有成分充分渗进所
有大汗腺，改变大汗腺脂肪
酸偏高的分泌生理机制，恢
复汗液正常成分，真正切断

腋臭的根源。该品功效强大，
部分用户仅仅涂抹一次，就
能3个月-3年无腋臭。跟踪观
察8年，所有正确使用、并足
量一瓶(约用5-6个月)者，无
无效，无复发！无需第二
瓶！该品无色无味，五天一
次，特别方便。解除狐臭对
青少年升学就业、婚姻交友
等的不良影响。中央CCTV2
“为您服务”栏目每日推荐
本品。目前市面上有些普通
产品模仿本品，请消费者注
意鉴别，认准本品每盒所附

国家公证机关签章的“复发
巨赔，无效巨奖”法律公证
书。连续8年全国各地消费者
认可，信用更好。
销售服务电话：89857232
指定销售：济南：广济堂药店
(省中医往东20米路口)，舜
天大药店(济南市大观园东
门对面) 同仁堂药店(趵南
路国医堂南临)济阳：万荣大
药房(中医院西50米路北)章
丘：济德堂大药房(百货大楼
南80米)长清：惠康平民大药
房(黄河商场北门东50米)

谁还有狐臭？快用何氏狐臭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