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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志疆

想结识银龄创客

贵报 2 月 23 日风尚版
“银龄创客”栏目写到吴胜明
一生经历波澜，最终晚年创
业成功的事迹，我很敬佩，盼
结识她。（河北保定 王增欣）

听说吴胜明经营一家养
老院，且短时间做到扭亏为
盈。我从事养老机构经营，
盼去西安旅游时顺便取经。
（湖南长沙 赵桐仁 57岁）

编辑周鏖键回复：已把
王先生意向转达到吴胜明办
公室。吴胜明办公室人员张
先生说，如赵桐仁先生去参
观，他们那边会向您作相关
介绍。我们已将吴胜明办公
室电话告知给王、赵二位。

忠告语：本品不能代替药品！

端粒酶 抗衰老 保持年轻态
庆祝第二代端粒酶—端粒多肽登陆中国，加入了欧米伽三,脑多肽成份，更有益人体健康

医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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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望人类健康长寿
自古以来人们都在追求长

寿，为了能长生用尽方法，我们往
往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可理喻。但
如今，一个消息震惊世界，人类真
的有可能延长寿命

首先端粒酶对人体一定的帮助。
其次，科学家预言，这是一种

改变人类未来的新发现，按照目
前的科学技术，人类的平均寿命
可以提升！

端粒酶延长生命
2009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颁

奖礼，美国知名抗衰老科学家发
现了人类逆转衰老的关键——端
粒酶。

评审组认为，合理运用提取
生物端粒酶技术，可让人类生理
年龄实现年轻很多岁，有望摆脱
慢性病困扰。

端粒酶到底有多强大
如何能益寿延年？

早在上世纪，科学家就已发现
人类细胞染色体末端的DNA重复
序列部分，并命名为“端粒”。端粒
的长度决定了人类的健康状态和
寿命，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缩
短一次，当端粒不能再缩短时，细
胞便死亡。人类体内有一种特殊
的核蛋白逆转录酶，可促进端粒生
长，逆转细胞衰老，恢复人体内循
环功能，保持血管弹性和细胞活
性，从而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它
就是神奇的“端粒酶”。

每个人的细胞中都存在这种
端粒酶，营养端粒，促进端粒生

长，可惜当人体过了 25 岁后，端
粒酶便逐渐失去活性，30岁后基
本处于休眠状态，而且人体无法
从外界获得端粒酶，人体从此踏
入衰老期。

如果能让端粒酶始终保持活
性，使端粒的长度得以维持，细胞
衰老就能延缓，组织和器官功能
就可以始终保持旺盛！

2010年，成功从多种纯天然
植物中提取合成生物端粒酶，能
快速补充人体缺失的端粒酶，并
激活细胞内休眠的端粒酶活性。

可改善睡眠、饮食、视力、发
质、排便……

如今，这种神奇的产品已来
到中国，因为是从源头上令人健
康长寿，所以被命名为“端粒酶”。

一粒端粒酶=维生素＋多粒葡
萄籽＋蛋白粉

如果你注重保健养生，以上
产品应该至少试过一种。医学证
实：人类为抗衰老一直在不懈努
力，而补充端粒酶，是从细胞DNA
层面实现逆转衰老。

补充端粒酶 扔掉“药罐子”
端粒酶，抗氧化，抗衰老，抗疲

劳已被证实，你说什么病吃了没
效？更重要的是，纯天然提取。

端粒酶对慢性疾病有很好的
作用，它是通过自身修复，把坏了
的、有问题的器官修复成崭新的，从
而恢复器官功能，所以能益寿延年。

健康长寿从选择端粒酶开始
理论上讲，长寿有两种方法，

一是从受精时开始，这很难实

现。第二种就是补充端粒酶！从
细胞层面开始恢复活性，让受损
的细胞恢复正常，让血管充满弹
性不再硬化，让血液清澈不再有
垃圾，让骨质从疏松变得结实，滋
润肌肤，一天一点变化，从里到外
身体每一处的细胞都在变年轻，
更有活力，你发现自己不知不觉
年轻了。

端粒酶究竟有多少好处？作
为目前抗衰老产品，两年多来从世
界各地每一户家庭、每一位使用者
身上，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奇迹和惊
喜，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你就是
那个惊喜和奇迹的创造者。

端粒酶，每天1粒
健康长寿不稀奇

端粒酶，整瓶原装美国进口，3
倍浓缩、6倍吸收，每天只需1粒，
你就可以和全世界热爱生命的人
一起，体会神奇的“减龄之旅”：

第一阶段：通肠排毒养颜。端

粒酶逐渐发挥作用，细胞开始恢复
活性，积存在细胞内的垃圾毒素开
始排出，人体大循环逐渐通肠，便秘、
腹泻好转，胃胀胃痛减少，食欲增加，
色斑、老年斑变淡，睡眠质量提高。

第二阶段：通血强心。随着各
器官细胞的活性增强，各脏器功
能恢复。

第三阶段：通脑益智明目。端
粒酶基本补充充足，人体免疫力大
幅提高，神经系统得到修复，微循
环通畅，睡得香、吃得多、精神爽，
记忆力增强，四肢麻木、腰腿疼痛
等缓减，器官逐渐显现年轻状态。

第四阶段：延年益寿，不生病。
受损细胞得以修复，病变细胞得
以控制，端粒受到保护，增加细胞
寿命，全身轻松，容光焕发，皮肤
恢复光泽弹性，身体感觉有劲了，
好像回到了年轻时的状态。长期
服用，能够延年益寿，少生病、不
易生病。

补充端粒酶，长寿不是梦
1.软化血管
软化血管，畅通循环。
2.溶栓、恢复神经系统功能
清理血液，溶血栓
3.糖尿病及并发症
4.抗病毒、抗衰老，让你年轻
端粒酶带有双向调节剂，自

动检测，遇到衰弱的端粒酶（人体
细胞）就发挥激活补充作用，对手
术前、手术后放化疗期间，增强身
体抵抗力，缓解不良反应。

5.关节炎、腰腿疼痛
关节炎、肩周炎、腰腿疼痛、

腰椎病有作用。
6.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近

视
7.养胃清肠
针对慢性胃炎、结肠炎引起

的胃痛胃酸胃胀、泛酸水、嗳气、
口中异味、便秘、腹泻，以及老年
性便秘，有很好的作用。

8.美白嫩肤，气色好
用上就有感觉，半个月明显

嫩肤，闪现健康光泽，坚持使用，
平皱、淡斑、气色好！

9.强肾固本、修复卵巢
强肾固本，避免神疲力乏，神

清气爽。

买5赠5 买3赠2 买2赠1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日前
披露，今年要加快养老院建设；
开展全面提高养老院质量的
专项行动；加快发展社区养老
服务，包括加强设施建设等。

随着老龄化进程不断加
剧，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养老工作，李克强总理在本次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对此作出
了部署。民政部加快养老院
建设，既是贯彻部署和要求，
也是一项民心工程。

怎样加强改善养老设施
建设和环境设计，不妨看看全

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
本。有一则《参观日本养老
院，被无数细节震惊了》的报
道最近颇受关注，其中披露的
一些设计细节，对国内养老机
构建设不无启示意义。

譬如，扶手选择圆形，最人
性化的直径为35mm，因为太宽
难以把握，太细则给人不安的
感觉。浴室柜高度设为 80cm
左右，能减少腰部负担，且水不
易流向肘部，深度为 60cm 左
右，这样的空间站或坐都恰
好。另外，对厨房柜台高低、化

妆柜设计等都有细节要求。
这些细致入微的数字和

设计细节，体现了高度老龄化
的国家在养老环境设计方面
的精细程度。相比之下，国内
的一些养老机构、涉老场馆、
日间照料中心、小区养老用房
等，在室内环境设计时仍缺乏
严格标准。如果说原有养老
机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
话，在国家加快养老院建设的
政策现实中，新建养老机构有
必要建立标准、科学规划、讲
究细节、人性化设计。

当然，学习日本养老机构
设计经验，不意味着全盘照
搬。日本经验结合的是日本老
人的生活习惯和环境，对国内
老人未必全部适用。但建立
在广泛调查基础上的科学设
计思路，如精确到毫米的扶手
设计数据，体贴入微的书房照
明亮度，无疑值得借鉴参考。

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工匠
精神，随着老龄化深入，工匠
精神应该在涉老领域有重点
体现，把涉老产品研发好，生
产好，配置好。

养老环境设计尤其需要工匠精神

《广州日报》17日报道，
网传广东清远某中学最近发
布“史上最严《男女交往校
规》”，禁男女生共同进出食
堂、给异性拎包等行为。校
方称这是为避免学生早恋。

长期以来，防学生早恋
成为学校需面对的一大难
题，过去有些学校就推出过
类似奇葩规定，如男女同行
须保持两米以上距离，男女
生交往须5人在场且地方明

亮，都引起过争议。
男女生共同进出食堂就

导致早恋？未必。食堂是公
共场所，每天就餐时人来人
往，男女生共同进出不可避
免。至于给异性拎包的行
为，同学间本就应相互帮助，
不应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

我看这种“校规”不仅侵
犯学生权利，还是种粗暴的
管理方式。（河南西峡 刘剑
飞 58岁）

最严防早恋校规太粗暴

老夫妻住院，每天被收“厕所费”

最近，孟大爷的老伴在陕西省中医医院住院，孟大爷发
现医院收费中有项“厕所费”，每天收8元。他和老伴住3人
间，每人每天都要交。孟先生说，已缴床位费，为何再额外收

“厕所费”？舆论认为医院有巧立名目、重复收费之嫌。

大爷大妈去住院，
收到蹊跷收费单。
如厕竟然需交钱，
每人每天给八元。
如此寒了患者心，
为民服务说着玩？
巧立名目真荒唐，
医院行为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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