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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免疫复合物堆积是引发肾病的
根本原因。 专家指出，清除免疫复合物、修复肾
小球滤过膜是治疗肾病的重中之重。

2001 年 5 月，以留美分子免疫学博士、著名
肾脏病专家刘若水教授为主的研发小组率先采
用最新的“生物定向赋活”萃取工艺，将斜纹金
钱蛭富含的药用成分辅以云贵高原特有的瓜子
金、益母草在反应釜中发生聚合反应，萃取出独
特的“LGS水蛭活肽”。 临床证实，LGS水蛭活肽
具有清除免疫复合物、 修复肾小球滤过膜两大
功效，能够根本上治疗肾病，杜绝复发。
肾元胶囊：让肾病治疗告别 " 透析时代 "

�������刘若水教授以“LGS 水蛭活肽”为基础终于
研发出全新肾病特效药物———肾元胶囊（国药
准字 Z20025816），经北京、上海等多家医院临床
验证，肾元胶囊治疗各种肾病：

第一步， 清除：LGS 水蛭活肽进入肾脏后，强

力清除肾小球滤过膜上的免疫复合物，并使其快速
分解、融化，随尿液排出！ 这一阶段，患者将会明显
感觉到，水肿减轻，血压平稳，食欲增加，精神好转，
病情得到初步控制。

第二，修复再生："LGS水蛭活肽 " 到达破损的
肾小球滤过膜之后，还可以凭借超强的自我修复再
生能力，促进过滤膜的自我生长，恢复肾小球滤过
膜正常的过滤功能。 这个阶段患者会感觉身上有
劲，到医院检查可见蛋白尿、肌酐、尿素氮、潜血等
指标平稳下降。

第三，滋养肾细胞："LGS水蛭活肽 "源源不断
的进入体内，充分滋养剩余的肾细胞，阻断肾纤维
化进程，极大的延长了肾细胞存活周期，坚持按疗
程服用，肾衰竭、尿毒症患者生命得到延长，肾脏功
能得以恢复，不再复发。肾病患者从此将彻底告别
“透析时代”，无需终生服药。

专家预约：0731-82864820(每日限 10人)

水蛭专治肾病
告别“透析”时代

中 晚 期 肿 瘤 有 救 了
科技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是我们身边的

肿瘤患者为什么越来越多？
事实证明传统手术、放化效果并不理想。 很

多肿瘤患者都是死于过度治疗。西方国家已经率
先认识到这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已将肿瘤列为
慢性病，提出“带瘤生存”的全新治疗理念。

由于中医中药治疗肿瘤效果突出，已逐渐被西
方接受。 我国首个利用发酵中药治疗肿瘤的科技
成果—发酵中药获得英、法、德等 29个欧盟成员国
认可，获得国内国际多项专利，被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列为推广项目全国推广。

发酵中药抗肿瘤成功实现三大突破： 1）首次
把中药抗肿瘤活性成分从大分子转变成小分

子， 有效成分可迅速穿透毛细血管壁直达肿瘤
病灶;�2） 首次激活传统中药未被开发的抗癌活
性物质 -CSD因子，诱导癌细胞分化凋亡； 3）首
次实现中药多靶点靶向识别、抑杀癌细胞，抑制
肿瘤新生血管形成，防止复发转移。

国家一级期刊《肿瘤防治杂志》随即报道：发
酵中药经北京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等全国 21 家
大型三甲医院、1800 名患者临床验证，该药对食
道、肺、肝、胃、肠、乳腺、宫颈、膀胱等多种肿瘤
的抑制率高达 73.7%，有效率高达 93.2%，临床远
期效果超过化疗。

详情咨询：0731-82813345

发酵中药抗肿瘤首获欧盟认证———

眩晕 脑供血不足
400年御生堂宫廷清眩丸专治

买 4 盒送 1 盒
买 8 盒送 3 盒
（5 盒一疗程）

� � 宫廷清眩丸指定销售药店如下：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东塘楚仁堂大药房、平和堂药号、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红星步步高楚济堂大药房、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河西：通程新一佳药
号、株洲：人民药店中心店、湘潭：贵富康药号、衡阳：附二对面古汉大药房、娄底：众一大药房九
亿店、岳阳：为民药店、常德：武陵阁大药房、益阳：平和堂大药房、邵阳：时珍大药房、永州：市委
对面康源大药房、郴州：同仁药店、怀化：河西百姓大药房、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吉首：博爱大
药房。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买 4 送 1，市内一疗程（5 盒为一疗程）起免费送货，全省免费邮寄。

眩晕是临床
上常见的、多发的
病症。 眩晕是自觉
头晕目眩。“眩 ”是
眼睛昏花，“晕”者
头晕，感觉本身如
坐车船 ， 摇晃不
定，目视周围景物

都旋转。
眩与晕二者往往同时出现，故称为眩晕。 轻

者，时间短暂，几秒钟后（如闭目）即恢复正常，
亦可反复发作；重者，发病时伴有恶心、呕吐等
症状。 如若日趋严重，可有头重脚轻，走路不稳，
站立时摇晃、记忆力减退，甚至情志失常，意识
障碍，昏昏欲倒等症状出现。

眩晕的发病，常因脑供因不足所致。 脑部血
液供应随意， 造成缺血、 缺氧等产生脑功能紊
乱、人体运动神经功能失调。 如高血压、脑动脉
硬化、颈椎病、贫血、内耳性脑晕等引发眩晕症
状，大多与脑供血不足有关。
脑供血不足会导致：

1、运动神经功能失灵。 使掌管人体运动功
能的神经失灵，常表现出突然嘴歪、肢体无力或
活动不灵、持物跌落、走路不稳、突然摔跤,或出
现肢体痉挛、跳动。

2、感觉功能障碍。 脑供血不足影响到脑部
分析区域及感觉神经纤维， 出现面麻、 肢体发
麻、短暂性失明、突然眩晕、头晕目眩、肢体自发
性疼痛、恶心呕吐等，还有人会突然出现耳鸣耳
聋、听力减退等症。

3、精神意识异常。整天昏昏沉沉，总是想睡、

失眠、性格变化（孤癖、沉默
寡言、表情淡漠、多语急躁），
或短暂意识丧失智力衰退、
丧失正常判断力等， 这些都
与脑供血不足有关。

眩晕、脑缺血若治疗不
及时，易形成脑血栓、中风
偏瘫和猝死。

国药御生堂宫廷【清眩丸】由 400 年古方秘
制而成，是治各种眩晕的纯天然中药制剂，经过
精妙的配方， 疏通大脑供血的根基底动脉和大
脑微血管，增加血液携氧量，直击眩晕病源。

快速修复大脑平衡神经， 让脑组织每时每
刻都能得到充足的、高质量的血氧，解除眩晕不
再失眠，服用 5-10 天迅速改善睡眠、脑供血不
足， 消除植物神经紊乱、 美尼尔综合症及高血
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用脑过度、颈椎病等引起
的眩晕症状，防止重大疾病。

国药宫廷【清眩丸】服用 5 天，头晕眼花、耳
聋耳鸣、恶心等症状消失，夜晚不再失眠；服用
10 天，视物不清，站立不稳，头晕难忍等重度眩
晕症状消除；服用 20 天，大脑“平衡器”全面修
复，从此远离眩晕危害，且不易复发；继续服用，
除巩固疗效外，对防治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
动脉粥样硬化、颈椎动脉狭窄等效果也很明显。

咨询热线
0731- 83582770

客车停桥上两天三晚，司机失踪
钥匙插在车上，手机在驾驶座，周围有疑似血迹 与家属失去联系已3天，警方介入调查

本报5月15日讯 今天清晨，
家住星沙步行街的王先生在睡
梦中隐约听到水滴的声音，他从
床上爬了起来，被眼前的一幕惊
呆了， 整个卧室都被大水包围
着， 拖鞋都不知道漂到哪里去
了。“我马上赤脚跑到客厅，整个
客厅也是一片汪洋。”

随后， 住在4楼的张先生也
发现家里被淹了。 水是从6楼住
户家流下来的。他和王先生马上
跑上6楼去敲该住户的门， 没人
应答， 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报警。
一个小时后，6楼业主才赶回家
里，他家也被淹了。整个房间一
片狼藉，墙壁泡烂了，电器和电
线都泡坏了。

小区物业公司王主任告诉
记者， 据初步检测是由于6楼业
主私自改接自来水管道所造成
的，“6楼住户没经过同意， 私自
将卫生间改装成了一间书房。”
王主任说，这次受淹的住户比较
多，“当事业主明确表示了会承
担此次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

■记者 张浩

楼上卫生间改书房
楼下醒来泡“水床”

家属说法
周六晚饭后，
司机便与家属失去联系

随后，民警在驾驶座上找到了一个手机，可电量用尽已关机；另外还找到一张印了保
险证、驾照、行驶证的复印件和一张湖南巴士四公司丁莉的名片。

复印件显示，驾照的所有者名叫丁沙，男，1972年出生，住址在长沙市桐梓坡。记者
按名片上的号码拨通了丁莉的手机，“丁沙是我弟弟，这辆大客车就是他的。”丁莉告诉
记者，丁沙5月12日晚在她家吃过晚饭后大约8点离开，期间情绪也很平静，没有任何异
常，之后便失去联系，拨打手机也已关机。刑侦人员经过查看后，确认现场没有打斗痕
迹，目前警方正在对此事做进一步调查。

本报5月15日讯 一辆灰色的大客
车停在长沙市三汊矶大桥上，原本顺畅
的车流因此变得缓慢。第一天，经过的
驾驶员忍了； 第二天， 大客车还在；今
天，客车继续“坚守”，忍无可忍的驾驶
员们拨打了本报热线。

手机、钥匙等客车司机的物品还放
车里， 在客车附近民警发现的3处疑似
血迹的痕迹和大桥护栏外一双清晰的
手掌印，让看似简单的违章停车事件变
得疑点重重。

司机不见了，钥匙还插在车上
环卫工人欧德明负责清扫三汊矶大

桥东头，5月13日凌晨
4点20分左右，他正
要开工， 发现一

辆牌照为湘B34088的灰色大客车停在
大桥由东往西最右侧的车道上。欧师傅向
车内扫了一眼，没人，钥匙还在，车门关
了，车厢右侧的窗户被打开了一扇。

直到今天上午拨打本报热线，欧师
傅还没有见到司机回来，此时大客车已
经在大桥主路上停放了两天三晚的时
间。10点左右，记者赶到三汊矶大桥，同
时接到报警的3位民警也已到达， 车门
随后被打开。

记者在驾驶座上看到，钥匙还插在
方向盘下面， 并且已经将电源打开，民
警推测司机可能只是临时下车，或是下
车时很匆忙，忘记拔走钥匙。

留下手印的人很可能已坠河
就在对周边区域进行查看时，

在大桥辅道上，距离客车右侧大约两米
的两块红色痕迹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沿
着辅道一路寻找，又在10米开外的地面
上找到另一块红色痕迹，“可能是血迹，
但还是要等刑侦人员进行检验后才能
最终确定。”

来不及拔走的钥匙，疑似血迹的红
印，事件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之后民警在距离客车五六米的大
桥北侧护栏外，竟然发现两只清晰的手
掌印。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在大桥护栏
基座外侧，有段约一米宽的斜坡，不借
助外力站在上面肯定会坠桥跌入湘江，
而从这两只掌印的大拇指相对的形态

判断， 留下掌印的人很可能脸朝下
从斜坡上滑过。
■记者 黄磊 实习生 肖轶

司机的电话和钥匙都在车上。5月15日，长沙市三汊矶大
桥，车停了几天却不见司机。

桥北侧护栏外，有两个手掌印。
记者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