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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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生物制剂“国科活
心活”独特的“救心—强心—养
心—护心—活心”五步一体综
合疗法，营养激活心肌细胞，溶
解血栓斑块，净化血液，使血脉
畅通，心脏供血充足，心肌活力
增强，从根本上治疗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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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肥厚等疗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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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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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盒

●专家热线：

0635 — 8151948
0531 — 89088480
●经销地址：颐生堂五星百
货店 (五星百货地下超市
办公室对过)
●凡打进电话咨询购药者均

可享受特大优惠。各地免费

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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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是“世界睡
眠日”，今年的主题是“关
注中老年睡眠”。很多人都
以为“人越老，觉越少”，
其实不然，充足的睡眠对老
年人的健康是十分重要的，
老年人每天至少需要 6 个小
时的睡眠。除此之外，在睡
眠的准备、姿势和习惯方面
还要特别留意一些睡眠时的
忌讳：

一、忌睡前吃东西：人
进入睡眠状态后，机体部分
活动节奏放慢，进入休息状
态。如果临睡前吃东西，肠
胃等又要忙碌起来，这样加
重了它们的负担，不但影响
入睡，还有损健康。

二、忌睡前说话：因为
说话太多容易使大脑兴奋，
思维活跃，从而使人难以入
睡。

三、忌睡前过度用脑：

晚上如有工作和学习的习
惯，要把较伤脑筋的事先做
完，临睡前则做些较轻松的
事，使脑子放松，这样便容
易入睡。

四、忌睡前情绪激动：
人的喜怒哀乐都容易引起神
经中枢的兴奋或紊乱，使人
难以入睡，甚至造成失眠。

五、忌睡前饮浓茶、喝
咖啡：浓茶、咖啡属刺激性
饮料，含有能使人精神亢奋
的咖啡因等物质，睡前喝了
易造成入睡困难。

六、忌张着口睡：张口入
睡，空气中的病毒和细菌容
易乘虚而入，造成“病从口
入”，而且也容易使肺部和胃
部受到冷空气和灰尘的刺
激，引起疾病。

七、忌蒙着头睡：老人一
般比较怕冷，所以有的老人
喜欢蒙头而睡。这样，因大量

吸入自己呼出的二氧化碳，
而又缺乏必要的氧气补充，
对身体极为不利。

八、忌仰面睡：睡的姿
势，以向右侧卧为最好，这样
全身骨骼、肌肉都处于自然
放松状态，容易入睡，也容易
消除疲劳。仰卧则使全身骨
骼、肌肉仍处于紧张状态，不
利于消除疲劳。

九、忌眼对灯光睡：人睡
着时，眼睛虽然闭着，但仍能
感觉光亮。对着光亮而睡，容
易使人心神不安，难以入睡，
而且即使睡着也容易惊醒。

十、忌对着风睡：房间要
保持空气流通，但不要让风
直接吹到身上。因为人睡熟
后，身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
能力降低，如果当风而睡，
时间长了，冷空气就会侵入
身体，引起感冒风寒等疾
病。 (宗禾)

老年人每天睡眠要保证6小时
睡觉时避免十种不良习惯

阴囊潮湿 一喷就好
阴囊潮湿并非肾虚所

致，而是附睾炎引发附睾管
溃烂精液渗漏所以潮湿。病
情严重，将逐渐失去男性功
能，引起瘙痒、湿疹、疥疮、臊
臭、神经性皮炎、丘疹、红肿、
股癣等，也可引起泌尿系统
病毒感染，所以千万不可忽
视。

由中科院五大男性健康
权威专家推荐的专治阴囊潮

湿等症状的“阳立爽”是汇
聚了数十位专家历经三年
静心科研的结果，针对男
性八种问题的特效产品。
让你不打针不吃药就能达
到治病目的，阳立爽能在
一分钟内使有效成分渗透
达到病灶，使症状消失。
三天就能破坏治病菌的生
存 环 境 ， 使病 菌 萎 缩 死
亡。同时能从细微处调节

皮肤微循环，激活基因免
疫细胞，防止复发。由于该
产品疗效确切，治愈迅速，
是目前治疗阴囊潮湿瘙痒专
用药，一经投放市场，迅速
红遍大江南北，在广州、上
海、重庆等地深受广大消费
者喜爱。三盒起送

经销地址：聊城市鲁健药店
（汽车总站进站口西70米）。

咨询电话：8184618

手足麻木 病根找到

麻木俗称“小中风”，是
中风瘫痪爆发的警告信号。
不论是脑血管硬化导致的四
肢麻木、面麻，还是颈椎、腰
椎压迫性导致的麻木或者其
他游走性串麻，归根结底都
是神经受损。

活血化瘀、扩张血管的
药、治颈腰椎疼的膏药，虽然
都能一时止麻，但不含神经
修复成分，当然不能从根上
治好麻木。老话说“搞清病
因，对症用药”，所以，要
想治好麻木，必须用既疏通
血管又修复神经的专用药。

400 年祖传秘方治疗麻
木疼痛。杨氏四知堂麻木通
关酒采用祖传秘方结合现代
工艺精心炮制而成，堪称麻
木病药酒中的圣品。杨氏四
知堂麻木通关酒专治四肢麻
木疼痛、冰凉无力，面麻、

半身不遂等。它独含超强活
性溶栓通络酶和神经修复
素，快速疏通血管，修复受
损的神经细胞，远离中风瘫
痪。

服用半月，麻木的手
指、脚趾等部位有了微痒
感、温热感，长期堵塞的血
麻木的神经开始激活；服用
1-3 个疗程，血管畅通，神
经修复，全身麻木的症状彻
底消除，中风警报消除。

经销地址：聊城市鲁健药店
（汽车总站进站口西70米）。

咨询电话：8184618

近日，聊城市第三人
民医院外科成功开展聊城
市首例食管裂孔疝腹腔镜
手术。食管裂孔疝是指腹
腔内脏器通过膈食管裂孔
进入胸腔所致的疾病。

传统的外科治疗个食
管裂孔疝的手术方式有经
胸，经腹手术，此类手术
方式为开放手术，切口较
大，术者的手需进入胸腹
腔，对病人损伤较大，术
后肠管及肺部并发症多，
术后疼痛及其他不适反应
明显，身体恢复慢，病人
难以接受。

随着该院腹腔镜技术
的不断成熟，在腹腔镜下
行食管裂孔疝修补术，胃
底折叠取得了很好的治疗

效果。对于合并反流性食
管炎且长期内科治疗无效
的滑动性食管裂孔疝患者
及诊断明确的 2 、 3 型食
管裂孔疝患者，有明确的
手术指征。

这一术式优点很多，
术者于腹腔镜下操作，手
不直接进入腹腔，与脏器
不直接接触，创伤小，术
后疼痛轻， 1 天即可下床
活动，住院时间较为开放
手术明显缩短。患者恢复
正常体力活动时间从 8 周
减少到 2 周。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低。这一技术的开
展代表该院腹腔镜手术更
加成熟，填补了我市腹腔
镜手术的空白。

杨旭光 张忠宝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成功开展食管裂孔疝腹腔镜手术

3 月 18 日是全国爱肝日，聊城市人民医院感
染病科举办肝病义诊活动。图为科主任王思奎(右
一)现场接受患者的咨询。专家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