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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发现，抑
郁症、精神分裂等精神

类疾病患者言行异常，

根源在于他们的大脑神

经递质受损，传递功能

出现了偏差。如果不及

时采取有效治疗，神经

递质分泌更加紊乱，就

会使大脑发生广泛性萎
缩，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甚至影

响婚育。

我国每年有 30 万患者因病情多次发作，

导致大脑残疾。而每年 3 ～ 5 月，精神病复
发率极高。春季气候、气压、气流变化无
常，使人体生理发生变化，加上精神疾病患

者适应能力较正常人弱，所以易使旧病复
发，病情加重。

目前，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兴起的【张
玑晴神】中医药综合疗法已在全国推广六年。

由国内高级心理咨询师和权威精神科专家组

采取以医圣古方中药
【张玑晴神】为主，独含特效成分“链生

酶”，能直接穿透血脑屏障，药效直达病源，修
复受损脑神经同时，平衡神经递质分泌，恢复
神经信号的正常传递。

同时专家一对一开展的心理疗法、脑部
康复训炼、经络治疗等中医药综合疗法，没有
任何毒副作用，“见效快”是临床运用和患者
反映最明显的特征。取得了轻度患者 1-2 疗

程即可停药不复发的疗效，彻底终止精神疾

病复发。

【张玑晴神】中医药综合疗法适用于：

①自卑自责、反应迟钝、行动迟缓、悲观失

望、心情压抑、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

②多疑多虑、幻听幻觉、喜怒无常、胡言乱

语、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分裂患者；③注意
力难集中、多动、厌学逃学的学龄孩子；④

更年期综合症；⑤失眠、早醒多梦；⑥各类

精神障碍患者。

专家预约热线：8770082

彻底终结抑郁失眠 精神分裂复发

不手术治疗静脉曲张、老烂腿
临沂友谊医院静脉曲张科率先引进德国

静脉曲张腔内高分子介入治疗系统，该疗法是
利用高分子介入小腿踝静脉输液般的穿刺，用
比针细的光导纤维将高分子药物引进大隐静
脉血管内，在可视红外线光源精确指示下使静
脉曲张的血管内壁凝固收缩变平。静脉曲张科
自建院以来已治愈数万例患者，在省内外取得
很好的信誉，并特邀国内著名血管病专家杜主

任常年坐诊，针对各种静脉曲张、静脉炎、老烂
腿，不手术一次治愈，治疗后突起的静脉 24 小
时即可消失，该疗法轻松安全、不住院、随治随
走、费用低廉，复查免费，信誉卡跟踪服务。

咨询热线：0539-8075765 15092889308
院址：临沂市解放路 170 号（乘 1、2、4、6、
7、8、10、12、13、17、20、26、27、29、62 路
车到友谊医院站牌下车即到）

痔瘘 直肠瘤导致

排便疼痛、便血、肿块脱出，久治不愈，警惕诱发
直肠癌。我院是市直医保定点肛肠病专科医院。独家
采 用《 B B H 痔 瘘 根 治 技 术 》国 家 专 利 号 ：
0810132606 .5。光磁共振，根部气化、不开刀、不住院、

无痛苦、随治随走，几分钟轻松治愈：内痔、外痔、混合
痔、肛瘘、肛裂、脱肛、肛门潮湿瘙痒、便血、直肠肿瘤、
肿块脱出、直肠炎、便秘等肛肠病。承诺治疗，一次治
愈。鲁医广（2010 第 05-07-090 号） 7160353 本广告长期有效

杜主任电话：0539-8038120
地址：临西一路与北园路交汇处华苑医院二楼肛肠病治疗中心

威奈尔增长液首家通过美国 FDA 认证，不
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零副作用的安全性，彻底
解决传统增长疗法对身体造成危害的严重后
果，口服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甚至引起永久性
的伤害和依赖性，“威奈尔增长液”对症下药，是
当今唯一的男性外用器官增长专用产品，也是
世界健康协会推荐产品。一抹见效，方便快捷，
一抹就大，确保使用 60-90 天，增长 3-8cm，伸
缩有度，打造永久大男人。

Ⅰ号增长、增粗 Ⅱ助勃、延时
百元一疗程

原价 198 元/盒，现价 148 元/盒，买 2 盒
加 100 元送 2 盒，望广大男性朋友莫失良机。

活动地址仅限祥瑞大药房(临西三路与解放路交汇)

适宜人群：阴茎短小、发育不良、包皮过长、肥
胖小阴茎、阳痿早泄、中老年阴茎萎缩、勃起无力
坚而不挺前列腺炎、阴囊潮湿等功效。

咨询电话：0539-

友情提示：威奈尔外用增长产品，严禁口服，每位男士有义务

笑纳，但是如果你达到性伴侣满意尺寸，应立即停用，否则增

长过大没有办法回缩。 郑重承诺：三天无效全额退款

新一代男性增长液“威奈尔”

8881029

临沂寻医问药
订版电话 15305391088

征稿启事
和谐、正常的医患关系的建立源于医患之间

的沟通和理解，为增进医患关系，本刊特开设“医
患心桥”栏目。开设该栏目的意图不在于曝光具体
的人和事，而在于通过对一些现象的剖析为患者
和医务人员架设沟通、理解的桥梁。希望广大读者
和医务工作者积极参与供稿，诉说您在就医过程
中或医疗工作中的烦恼和感动，为建立良好的医
患关系建言献策。

征文要求：1、内容：一事一议，对您在就医和
诊治病人过程中遇到的烦心事、感动事做概述和
评析，自拟标题。2、文字：稿件字数在 600 字以内。

通讯地址：临沂市海关路中段火车站东 50 米
路南邮局院内齐鲁晚报系鲁南商报寻医问药工作
室“医患心桥”收。邮编：276000

E-mail：250635812@qq.com

牛皮癣一直是医学界的研究热点，

传统的激素、膏药、泡浴、光疗等治疗手

段，停药就复发，或干脆好不了，时轻时

重，反反复复，使患者身心倍受打击。

临沂健领医院长期与北京、济南干
细胞治疗中心合作，多年来联合国内外

皮肤病学、基因学、免疫学、细胞学有关

专家共同研究探索，已成功运用“干细

胞”介入再生疗法，成功治愈寻常型、关

节型、红皮病型、脓包型等顽固性牛皮

癣，无需忌口，一次治疗，终生受益。

专家热线：0539 — 2871120

地址：临沂市临西八路与水田路交

会北 50 米路东（商城实验学校对过，健

领医院门诊楼二楼皮肤科。）市内乘 13、

36 路到不孕不育医院站下车即到

干细胞与牛皮癣

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甲状腺瘤、结
节、囊肿及甲状腺炎是由于内分泌系统出现紊乱，表现
为颈部弥漫性肿大，结块，不痛不痒，不溃，皮色不变，

难以消失，常伴有性情急燥，容易出汗，胸闷、心悸、脉
数、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喉咙有压迫感，其形似大的如
鸡蛋，小的似花生米与长期抑郁悲伤有关,使肝气气
滞，进而气血津液瘀结凝滞，气滞痰凝，痰气受阻，聚集
于颈前而成。

手术治疗极易复发，只能割了长，长了再割，给患者
精神和肉体带来极大痛苦！如不彻底治愈局部增生组织
细胞，久而久之易形成癌变！危及生命！

专治甲亢特效药富含独有的软化分解素，它能有

效地穿透瘤体的脂蛋白膜，从内部分解吞噬软化增生
组织，恢复血液循环，并直接作用于人体病灶部位，软
化剥离瘤体组织的层体结构，由外到内，再从内到外穿
透剥离病灶组织，有效分离清理病灶组织的有害细胞，

恢复机体正常形态和功能。使腺瘤和肿块由硬变软、再
由大变小、最后彻底消失，快速使 TT3、TT4 值恢复正
常！全面调整内分泌平衡，达到标本兼治，愈后不复发！

专家临床验证：有效率百分之百！按疗程服用，彻
底治愈！

刘主任热线：8771120

请到指定药店购买，谨防假冒！买 10 赠 5

经销地址：卫康惠民药店（临沂市临西二路与解放路交汇处西北角）

专治甲亢特效药
——— 甲状腺瘤不必挨刀了！

体癣不叫牛皮癣
体癣；多数医生都把体癣说成牛皮癣、银屑病，数年

来，花钱不少，该病一直得不到彻底治愈，致使患者的病
情加重，使患者失去治疗信心，患者朋友们，如果你身上
癣是体癣，症状是 1、初期是小红点过几天小红点上起
白皮，用手一抓就掉，无痛苦，2、由小红点扩大 1 分 2 分
5 分硬币状甚至成大片。3、掉了又起，起了又掉。4、年前
年后冬季多发，病情加重，5 至 7 月轻的自愈。有的病情
过几年至 10 年左右，一年四季在身上，有轻有重，有的
痒有的不太痒全身上下都有。患者如果你的症状是这
样，那么就是体癣。一般医生都按牛皮癣治疗而且用的
都是西药，吃了乙亚胺，乙双吗啉，灰黄霉素，白癣夏塔

热片，制银灵，外用膏剂，水剂停药几天就复发，都解除
不了你根治问题如果你想康复，请到我院接受纯中药的
独特疗法 10 年内万一复发者，可免费治疗。

本院对症治疗银屑病，头癣，手足癣，鱼鳞病等各
种皮肤病疗效显著向社会郑重承诺【体癣】一至两个疗
程无效不收费。

咨询电话：0539 —8121138
地址：临沂市金雀山路 91 号鲁南医院二楼皮肤科（金

一路与新华路交汇处荣华大酒店北侧，市电业局东临。乘
3、9、13、17、21、25、32、35、36、38、39 路车到电业局站
下车即到。）

1
亲眼目睹白班消失全过程 协议卡跟踪十年（如有复发，免费治疗）

治
疗
前

地址：市通达路与解放路交会处向南 200 米路东（原老长途汽车站东门对过）

全国白癜风康复定点医院，临沂康源医院
（原中联医院）首家引进美国新一代“MODE”

激活色素再生因子，患者可亲眼目睹白斑消
失全过程，只须 1 次治疗，5－7 天即有正常
色素形成，白斑消退，同时结合“逆转基因”

疗法，让成活后的黑色素不再受到破坏，从

而达到标本兼治，愈后不复发的目的。该疗
法经数万例患者验证，疗效确切，不留疤
痕，随治随走，1 - 2 个 月就能恢复正常
肤色等特点，是目前国际治疗白癜风最
有效的方法之一。（节假日不休）

白癜风专线：0539 — 2970208

次清除白癜风治
疗
后

如何给宝宝喂药？

俗话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可是苦口的良

药怎样才能“骗”得宝宝下肚呢？

将碎药放在奶嘴上把药片掰开，集中放在奶

瓶的奶嘴洞附近，往小孩嘴里一送，借着那股水的

冲力，碎药片便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入小孩肚里。此
法适合婴儿服药。据研究，舌尖部的味蕾主要感受
甜味，近舌尖的两侧则主要感受咸味，舌根部感受
苦味。因此，服苦药时应尽量减少药物与舌根部的

接触和在口中停留的时间。

小孩得病不爱喝汤药，嫌苦。可取舌头般大
小一块果丹皮，贴在他舌头上，然后让他喝汤

药，喝完药再喝点白开水，最后把果丹皮吃了，

效果很好。

春季人体新城代谢旺盛，容易出现急躁、

上火等春燥反应。那么如何预防春燥呢？降火

要从内调做起，因此，春季养生饮食是关键。那

吃什么可以预防春燥呢？春季多吃以下几种降

火食物可避免春燥烦恼！

“上火”就需要寒性的蔬菜或水果去火，比

如芹菜和梨子。芹菜可以清热解毒而且它含有
大量粗纤维，可刺激肠胃蠕动。梨子是众所周

知的降火水果，其他如苦瓜、番茄、香蕉等是春
天化燥的好蔬果。

春天，干燥的天气容易消耗掉人体内的水

分，所以，春天多喝水是第一要务。早上起床喝

一大杯温蜂蜜水，对化解“春燥”很有好处。

春燥固然和空气干燥、湿度低有很大关

系，而新鲜水果和蔬菜摄入不足，身体水分、

维生素和优质脂肪储备下降，都会引起诸多

春燥反应。

饮食几招防春燥

泌尿生殖感染的病源体，变异能
力极强，不当的治疗增强了其顽固性和
耐药性，传统的药物只是单纯的灭菌消
炎，血液中的毒素得不到彻底消除。

美国淋诺 100 采用“清血排毒、
净化血液”深入疗法，服药 60 分钟尿
频、尿急、尿痛、瘙痒、红肿异味得到
明显缓解。服药 1-3 盒：彻底治愈附
件炎、盆腔炎、阴道炎、宫颈糜烂等妇
科疾病及淋菌性尿道炎。2-3 疗程：

彻底摆脱由支原体、衣原体感染的非

淋菌性尿道炎、急慢性前列腺炎、病
毒湿疣，生殖器疱疹。并产生抗体获
得终生免疫功能，永不复发。被世界
卫生组织称为“生殖泌尿疾病的口服
疫苗”，其疗程极短、见效特快且无任
何副作用。美国淋诺 100 郑重承诺：

反复发作的重症患者 3 疗程未彻底
治愈免药费服药(跟踪三年如有复发
免费治疗)

康复热线：7323928 免费送货
(九县患者报销往返路费)

泌尿疾病 分钟
药到病除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