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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诚集团招聘
公司副总经理 2名 研究生以上学历，年龄

35—45岁，男女不限，年薪20—30万；
公司项目总经理 3名 研究生以上学历，年龄

35—45岁，男女不限，年薪20—30万；
公司部门经理 3名 大学本科学历，年龄

30—45岁，男女不限，年薪12—15万；
公司部门副经理 3名 大学本科学历，年龄

30—40岁，男女不限，年薪7—12万；
投资部（金融业） 6名 本科以上学历，年龄

25—40岁，年薪5—7万；
财务主管 2名 本科以上学历，年龄45岁以

下，男女不限，从事过相关行业优先，年薪5—7万；
工程部 土建工程师 6名 本科以上学历，年

龄25—45岁，男女不限，年薪5—7万；
预算审计 6名 本科以上学历，年龄25—45

岁，男女不限，年薪5—7万，从事本专业工作5年以
上并有全国资质资格证书；

文秘 3名 本科（一本）以上学历，年龄20—
30岁，年薪5万，要求女性，身高在1.65以上，有较强
的写作，协调沟通能力，形象气质较好；

联系电话：0554——2681966

安徽鑫诚集团
二0一0年五月二十八日

百岁太医为什么能创造如此
高的治愈率？

罗老太认为：“股骨头坏死能
不能治好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

萎缩的血管网如何疏通；二是塌
陷的骨小梁如何重建?很多常规
疗法墨守陈规，往往患者治疗的
大好时机被耽误”。

百岁太医打破了常规的治疗
顺序和时间禁区，在实践中摸索
出“双重修复，骨血同治”的理论，
与现代医学不谋而合。临床观
察，在百岁太医的药物疗法作用
下，股骨头周围血液循环明显改
善，瘀血迅速分解，大量的血浆纤
维蛋白质聚积在股骨头损伤及坏
死部位，加速肉芽组织修复。与
此同时百岁太医中的药物疗法有
效补充活性骨胶原及各种营养成
分，相当于在破损的骨组织和软
组织周围聚集了数十倍的治疗效
果。使沉积于股骨头损伤及坏死
处的骨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加
速死骨的吸收，形成新的骨小梁，
再现骨功能。

股骨头坏死拖延治疗一年
致残率增加20％

临床发现，股骨头血运阻断 8
小时后即可造成股骨头缺血性坏
死，而要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
能发现。如果股骨头坏死面积超
过 50％以上，80％以上的患者将
在4年内发生股骨头塌陷变形，拖
延治疗时间越长，康复的机会有
限，甚至永远不能恢复。

别人治不了，罗老太能治!
《内经》云：病非人体素有之

物，能得亦能除；言不可治也，未得
其术也。

“‘双重修复，骨血同治’，90％
的患者根本无须人工关节置换。‘骨
圣罗老太”说：“只要能动弹，我就能
治好!我就是希望那些股骨头坏死
患者原先躺着的，现在能站起来；原
先能站的，现在能走了；原先能走

的，现在健步如飞……”
在罗老太行医的 90 余年中，

至少使 20多万股骨头坏死、骨不
连、骨折患者摆脱刀锯斧锉的手术
痛苦，奇迹般的治愈。跟踪调查表
明，使用罗氏治骨疗法的患者，
83％生活自理，79％基本康复，
65％健步如飞，这就是“骨圣罗老
太”历经三百年验证的罗氏治骨疗
法的神奇疗效!

80%股骨头坏死患者被拖延治疗
总结90余年临床经验，“骨圣罗老太”语出惊人——

享年 108 岁
的罗有明老人
是我国医药界
的传奇人物，13
岁开始独立行

医，18岁就远近闻名。在医学界，她
是公认的中医骨伤科专家。在百姓
心中，她是“神医”，是“骨圣”。这位
百岁老中医的治骨传奇，创造了世
界范围内坚持行医时间最长、年龄
最大、治愈病人最多“三项记录”。

《半月谈》、《北京晚报》、《北京
青年报》、《北京日报》等媒体都曾介

绍过她的传奇人生，中央电视台《东
方之子》、《夕阳红》节目以及《阳光卫
视》相继播放了她的专题片，称她的
医术为“中华一绝”!

罗老太家传的治骨术秘方受到
了相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曾专门抽
调全国骨伤科医务骨干学习罗氏治骨
术，并将罗老太祖传秘方“续断接骨圣
金丹”列为中国骨伤科保密品种。

2004 年 12 月 21 日，“人民感谢
您——骨圣罗老太”，罗老太 300年
家传组方的“百岁太医”新闻发布会
在京召开……

“骨圣罗老太”百岁传奇

“百岁太医”根据“骨圣罗老太”
300年验方开发研制，1998年即被列
为中国骨伤科保密品种，对股骨头
坏死、骨折、各种软组织损伤、骨质
增生、腰脱、骨质疏松、颈腰椎间盘
突出等均有显著疗效。

骨折：愈合期至少缩短一半
“伤筋动骨 100天，硬伤哪有不

落残。”骨折及其并发症治疗时间越
长，肌肉萎缩、神经坏死等后遗症越
多，致残的机率越高!

百岁太医治疗骨折及其并发症
具有消肿止痛快、接骨续筋快的特
点，一般服用1—2天即可止痛；3—5
天消除肿胀；治疗各类骨折，愈合期
至少缩短一半。

股骨头坏死：三疗程激活死骨
百岁太医通过双重修复萎缩的

毛细血管网和受损的骨组织，重建
营养输送通道，使股骨头周围的血
液代谢恢复正常，加速死骨吸收和

形成新的骨小梁。

腰脱、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
六盒早起不费劲，晚上睡得香

本品具有补益肝、肾、活血化
瘀、通络舒筋、理气止痛的功效，使

经络运行通畅、气血旺盛、营运阴
阳、濡养筋骨肌肉，使之运动灵活，
恢复正常的功能。

老年人腰腿疼：
六盒走路轻松，上下楼容易

老年人腰腿疼、驼背是骨质疏
松症的明显表现，是在骨骼内部形成
的蜂窝状的微型骨折。骨质疏松的
晚期，甚至咳嗽都有可能引发骨折。

百岁太医治骨质疏松疗效显著!
道理很简单，百岁太医连多发性骨
折、粉碎性骨折都能治，治骨质疏松
就好比杀鸡用宰牛刀!

百岁太医“高”在哪？ 快治各类骨病
“百岁罗老太”治骨病传奇
保密品种受理通知件

早在 1998 年，百岁太医已被正
式列为中国骨伤科保密品种，因数量
有限只能用于疑难骨病的救治和极
少数人士特供药。

经 审
评，认为该
品种为名
老中医罗
有明的有
效秘方，多
年来治疗
大量病例，
疗效显著，
并经药效，
毒理试验
证实安全
有效，同意
按保密品
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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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综合消息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14

日接到执行国家紧急包机的任务通知，立

即启动紧急救援预案，连夜派出两架波音

737-700客机，飞赴吉尔吉斯斯坦，接回当

地的华人华商和留学生。

南航有关负责人在此间介绍，南航精

心挑选的波音737-700飞机，可运载122位

旅客。机上配备了心理素质强、飞行技术

精湛的飞行人员和服务意识好的乘务人员

执行此次救援任务，以便将同胞安全、顺利

接回国内。

他说，第一架救援包机于14日20时

40分从乌鲁木齐国际机场起飞，空中飞行2

小时到达吉尔吉斯斯坦奥什机场。在当地

装载上华商和留学生后从当地起飞。

第二架救援包机于14日20时53分从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起飞。在当地装载上华

商和留学生后从当地起飞。

南方航空公司预计15日还将执飞两

架次救援包机任务。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王开文14日

表示，目前没有中国公民在吉南方骚乱中

伤亡的报告，中方为保护旅吉中国公民的

人身安全向奥什派遣工作组。吉南方华商

商会会长杨彩平在接受采访时说，目前在

奥什、卡拉苏等待回国的人员有500多人。

目前在吉南部的华侨华人情绪稳定。

本月10日23时许，一群吉尔吉斯族青

年与乌兹别克族青年在奥什市一家赌场发

生群殴，随后事态迅速扩大，人群开始洗劫

并焚烧当地的音乐厅、超市、商场和汽车。

当晚，暴力活动充斥整个奥什市和周边地

区，枪声不断。吉卫生部14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骚乱迄今已造成117人死亡。总计还

有1485人接受治疗，其中779人住院。

另据悉，14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

行的集安组织成员国安全秘书会议，在是

否派兵到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上争论激

烈、举棋不定。吉尔吉斯斯坦方面已向美

方求助，要求派兵平乱。

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骚乱失控已致117人死亡

中方连夜派包机赴吉撤侨

●由美国官员和地理学家组成的团

队，在阿富汗发现价值近1兆美元未开发

的矿藏，这项发现规模大到足以完全改

变阿富汗经济型态，甚至阿富汗战争。

●南非比勒陀利亚的一座监狱，因管

理方没有按承诺及时为囚室安装电视观

看世界杯，囚犯们恼羞成怒，从绝食发展到

暴动，最终导致12名囚犯受伤。

●比利时内政部14日凌晨宣布，在

13日举行的全国立法选举中，右翼的新

弗拉芒联盟在150个席位的众议院获得

27个席位，法语社会党获得26个席位，分

别成为北部弗拉芒地区和南部瓦隆·布

鲁塞尔地区最大的政党。新弗拉芒联盟

主张荷语区逐步脱离比利时，甚至以独

立身份加入欧盟。 星报综合

环球零讯

据新华社堪培拉电 降落在澳

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沙漠地带的日

本“隼鸟”号小行星探测器密封舱14

日已被成功回收。

“隼鸟”号小行星探测器2003年

5月升空，并曾两次在“丝川”小行星

上着陆。其密封舱内可能装有“丝

川”小行星上的物质，如果能回收这

些物质，则可为人类了解太阳系形成

初期的情形提供珍贵线索。

日本“隼鸟”
安返地球

可能带回外星物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