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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济宁地区很多人都知道从部

队转业的李兆福先生，他自幼酷爱中医，

一生淡泊名利，专攻白癜风顽疾。他依据

维药理论和民间验方自主研发以稀有植

物驱虫斑鸠菊为主要成分，成功研制出国

药准字 Z20063524 新药驱白巴布期片和白
立消，填补了我国治疗白癜风领域的空
白，09 年被各大医院推荐为白癜风一线

用药。

2011年，李兆福率先提出治疗白癜风
要先诊诱因。白癜风病因较复杂，目前还

没有明确具体的病因，但诱因却相对确

定。如局部创伤、精神紧张、免疫力低下、

微量元素缺乏等。根据这一理论，李兆福

研制出外用驱白圣方 1至 5型系列，针对

男女患者个体差异和病情进展时期，辩证

用药、分型分期治疗，三个疗程就能恢复

皮肤本色，让患者走向灿烂的明天。

好消息：6月 25日(周六)特邀【驱白巴

布期片】研发组成员李兆福教授亲临潍

坊，为广大白斑病患者一对一检查，制定

符合各种情况的康复方案。活动当天，药

品买二送一，望患者莫失良机！

地址：潍坊广康大药店(新华路与东

风街交叉口东北角，沃尔玛西 100米)

电话：8922337

寻找白癜风患者 100 名

3 砂仁 6 克、金银花 15 克、枸杞子 10

克、茯苓 15克、香薷 9克、加水后用武火煮

开后，再用文火熬制 7 天，加入藿香油和

菊花油再加入蜂蜜制成小药丸，每次 6

克，日服三次，连服 3——— 4疗程即可。

此方对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
鼻炎、鼻甲肥大、鼻息肉有特效，一般复

发性的鼻炎，服用当天即好转，坚持服用
鼻塞、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喉部不适、

咳嗽、头痛、头晕等症状彻底消失。目前，

这一快速治疗鼻炎的小偏方，经过改良

后加入了白芷、葛根等多味中药，经过国

家相关部门检验批准，命名为“ 58 味鼻

炎王”。58 味鼻炎王厂家为了让更多的

患者少走弯路，郑重承诺：无效退款，无
论病史多长，病情多重，“ 58 味鼻炎王”

治愈后不复发，五年内复发，厂家免费治

疗(经国家公证处公正)。

好消息：6 月 30 日(星期四)特邀本

产品专利发明者、我省著名耳鼻喉专家

李主任亲临潍坊，携带国内先进的鼻炎

检测仪器为我市患者免费检查。需要治

疗的患者将得到相关的药品优惠，仅限

一天。

地址：潍坊广康大药店(新华路与东

风街交叉口东北角) 电话：8922337

“植物油”治鼻炎治不好不收钱

房颤、心梗、心衰有了全新解决方案

慢性肠病特效国药--温脾固肠散对

慢性肠炎、结肠炎、溃疡性肠炎等引起的

腹泻、腹痛、腹胀、肠鸣、便脓便血、不但

能快速止痛止泻，修复肠道受损黏膜、而

且能补脾益气，全面恢复脾对肠功能的

运化调节，使紊乱的肠功能重新恢复正
常，彻底消除治病根源。临床证实，多数

患者一周见效，1-2 个疗程即可痊愈。

电话：8735365

地址：惠康大药店(人民公园南门对

面)

各县市区免费送货

二三百元告别肠炎结肠炎

陕西流传着一个偏方
能很快解除失眠抑郁痛苦
且不易复发：九月时采摘秦

岭山脉野生的酸枣仁配以

龙骨，在阴凉处干燥 45 天，

把当归和石菖蒲隔水蒸煮 3

个小时后晾干，同时研成粉
末，在火炉上烘干、拌匀。每

日取 5克两次服用，当晚入

睡困难、多梦易醒症状缓

解，数天后，就可达到自然

睡眠状态，一周期后，心烦
易怒、抑郁、情绪低落的患

者，即可恢复正常精神状

态。老人孩子都能用，野生

中药，百年偏方，药效显
著，无副作用，无成瘾性。

这个治大病的偏方经过改
良后被制成中成药，被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命名为入梦香龙枣胶
囊。

已在天天康大药房
(青年路大华商场对面南

邻，妇幼保健院东 50米路

南)有售。

也可拨打：8600656了

解详情。免费送货

失眠 抑郁 小偏方

高糖转化疗法(苦荞

胶 囊 + 松 花 粉 营 养 胶

囊)——— 治养结合：当天

降糖，7 天减停西药，90

天摆脱胰岛素，180 天告

别糖尿病！

全面解决：口渴、皮
肤瘙痒、水肿、视力模糊、

手脚麻木、尿频、全身无
力、便秘等并发症。

专家建议：服用苦荞

胶囊前，先到医院做一次

胰岛功能检测，服用 2 —

3 个月后，再复查一次，

对比两次检测结果，您会

看到，苦荞胶囊的真实疗

效！

专家热线：8680629

刘大夫

科学治糖———

3 天 1 次 血糖稳定在 6 .0

现代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证实，心
肌纤维化病变是众多心脏病患者共同面

临的最大威胁，因为包括风湿性心脏
病、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及心肌炎等

心脏病都是以心肌纤维化病变为基础

的。心肌纤维化不断发展会引起一系列

症状，并最终以心功能完全衰竭致患者
死亡。

专家解释说：心肌纤维化是心肌

细胞因感染或其他因素坏死后，被纤
维组织(瘢痕)所取代的过程。它影响到

心房或心室，使整个心脏发生形态和

功能改变，从而表现出心肌肥厚、心

跳异常、房颤、心肌梗死、心衰等临

床症状。因此，只有消除心肌纤维

化，才能恢复心脏功能，真正解除心

脏病患者痛苦挽救生命。

据悉，目前临床上运用以中药提取物

研发的抗纤维化科研成果 CFX ，抗纤维

化已取得突出成效，它能分解和吸收已发
生的纤维化病变组织，促进细胞再生，恢

复心脏正常形态和功能。很多长期被房
颤、心梗、心衰等折磨的心脏病患者，抗

纤维治疗 1-3个阶段后，症状改善，心脏
功能明显恢复。

如何逆转心肌纤维化？请致电：

0536 — 8689698 8994577

本报 6 月 19 日讯(记者

秦国玲)17 日，潍坊工程职业学
院在青州揭牌，这标志着潍坊
市新增了一所高等专科学校，

该校今年计划招生 2200 人。

17 日，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在青州举行揭牌仪式，学院将

从今年开始招生，通过高考录

取，发大专文凭。

潍坊教育学院升格为潍坊
工程职业学院。潍坊教育学院
前身为山东省益都师范，1978

年 3 月经山东省昌潍行署批准

改建为昌潍教师进修学院，1981

年 4 月经省政府批准改名为山

东省潍坊教师进修学院，1983

年 5 月，又经省政府批准改名

为潍坊教育学院，并报教育部

备案。

改建前该校主要承担普通

专科学历教育、成人专科学历

教育等教学任务，办学类型为
成人高等学校。此次改建是该

校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飞跃，

学校办学类型将由成人高等学
校转成普通专科院校，实行省

市两级管理。

学校升格后，省教育厅增

加了该校今年的招生计划，今

年计划招生 2200 人，所有专业

人数均有所增加，共增加了

200 人。

潍坊又添一所

专科学校

本报 6 月 19 日讯(记者 郑雷 通

讯员 姜晓霞)19 日，记者从潍坊住建

部门了解到，山东省在 2011 年给潍坊
下达的保障房建设数量为 21088 套，潍
坊自定目标数为 25426 套。截至 5 月

底，潍坊已建包括公租房、经适房等各

类保障性住房 11858 套，完成山东省下
达任务数的 56% 。另外，记者采访了解

到，除了公租房申请标准还未公开外，

今年潍坊保障房申请门槛降低不少。

据介绍，潍坊已建包括公租房、经
适房等各类保障性住房 11858 套。已开

工公共租赁房建设数量为 7680 套，市

区的公租房数量为 2910 套，其中，潍
坊歌尔电子有限公司建设了 1050 套公

租房，用来解决企业新就业职工的住房
问题。

目前潍坊已经完成廉租房收购 253

套，其中市政府公开招标后，在城区收

购了 99 套廉租房，其中在位于玄武街

和北海路交叉口的居易家园小区收购了
55 套，在位于虞河路和樱前街交叉口的

华安锦绣樱园小区收购了 44 套，面积

都在 60 平方米左右，计划于 2012 年 6

月前交房。其他廉租房源分布于奎文
区、坊子区、诸城、寿光、临朐和昌

乐。

高密目前已经新建或收购经济适用

住房 260 套，各县市也上报了 2011 年经

济适用住房建设投资计划，确定了 55

个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拆迁评估、规划

设计等前期工作。

今年潍坊将城中村纳入了棚户区改

造方案，已经签订拆迁补偿协议 8032

户，并开工建设安置房 3631 户，集中

在奎文区、潍城区、诸城和高密等 9 个

县市区。

另外，记者采访了解到，除了公租

房申请标准还未公开外，今年潍坊保障

房申请门槛被大大降低，去年的标准为

家庭人均年收入需低于 9600 元，而今

年标准提高了 5100 元，人均年收入只

要低于 14700 元，就有资格申请。

潍潍坊坊今今年年已已建建保保障障房房1111885588套套
保障房申请门槛降低

“儿子陪我聊天，我就很知足”
养老院探父子女少，老人渴望子女关心

本报 6月 19日讯(记者 董惠)

“儿子陪我聊天，我就很知足。”在潍
坊桃源老年公寓，80岁的郎义宝老

人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父亲节，两个

儿子专门去养老院陪他过节。但不

是所有的老人都像他这么幸福。19

日，记者采访获悉，父亲节当日，来

养老院探望老人的子女仍是少数。

老家坊子的郎义宝有三个儿

子，因平日工作忙，无暇悉心照顾。

老人不想给孩子加重负担，就在两

年前住进了桃源老年公寓。父亲节

前几天，儿子给他打电话准备接他

回家过节，但为了不给孩子增加负

担，郎义宝拒绝了。

19 日上午，两个儿子还是偷偷
来到了老年公寓，一个儿子还是请
假过来的，还给老人带来了精心准

备的礼物。尽管老人一直重复着，

“没空就别来了”，但脸上却流露着

幸福跟喜悦。

不仅郎义宝，现年 86 的官中

友，也在父亲节当天收到了最好的

礼物—子女陪着吃了顿饭，还一起
聊天。

“但今天前来探望的仍是少数，

而且也只有 3位老人被接回家过节

了”，19日，桃源老年公寓的潘效云
院长告诉记者，老年公寓位于潍州

路胶济铁路附近，现有 80 多名老

人，男女各占一半。相比母亲节，父

亲节冷清得多。

潍坊华都颐年园老年服务中心

的王雷也告诉记者，养老院里共有

男性老人 200余位，为给老人过节，

养老院专门请了京剧表演团。但在
父亲节期间，被子女接回家过节的

老人确实很少，来探望的也不多。

“父爱的表达要比母爱含蓄的多，更

多人可能也是‘有爱在心口难开’。

其实无论是一通电话，还是一则短

信，老人们都会很知足。”在采访中，

不少老人表示只要儿子能过来陪着

聊聊天，就是最好的礼物。

位于玄武街和北海路交叉口的居易家园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