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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车子都有了，身体却越来越
差，整天没精打采，大白天就呵欠连
天， 回到家里更象一摊泥摊在床上，
男人最基本的那个能力早已力不从
心了，没几下刺激就完了，事后更是
腰酸背疼，老婆的眼神......唉，捧回个

“金山”又有何用?
��������服用同仁堂养血补肾丸半个月后，有性意念时就有
了蠢蠢欲动的感觉，和老婆缠绵，收发自如，终于找回了
久违的激情，过后还没有透支疲倦的感觉，那感觉可真是
妙不可言啊！ 服用 2个疗程后，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感
觉像回到了 28岁，焕发“第二春”的感觉让人疯狂啊!�
�������专家点评：所谓中医治人，辩证分型、阴阳互补、养精
护元，均和肾气、提振性功能，正是这一源自于 300 多年
御用秘方的最显著特点。翻开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说明书，
其功能主治明确批示为“补肝肾，益精血”，正是国家权威
部门对其疗效的充分肯定。

好男人就得能打“持久战”

康老先生这几年被前列腺毛
病给害苦了， 每天晚上要起夜 4、5
次，在床上尿意十足，但站到马桶前
等好几分钟才能慢慢流出来几滴
尿。渐渐地腰痛得睡不着，会阴坠疼
得冒冷汗，男性能力完全没有了。药
吃了几大筐，都无法真正见好，有啥
办法呢？ 觉得越活越没意思……

老邻居给他介绍了同仁堂养血补肾丸， 才服用 10
天，夜尿次数就明显减少，别提多高兴了！ 坚持服用完
用了 2 疗程，到医院检查，前列腺肥大完全治好了，多年
的痛苦像包袱一下卸下来，激情再燃烧起来了，性能力
反应也越来越强，像重活了一回！

专家点评： 中医理论认为， 前列腺疾病大多病位在
肾，湿热是标,肾虚为本，下焦瘀血是进入慢性过程的进
一步病理反映,虚是湿热伤脾的必然结果。 因此，补肾、理
气、打通微循环、综合调理五脏势必是治好前列腺疾病的
关键所在，自然能做到除根防复发。

夜长尿多，30 天“急救”前列腺

■近日，国家药监部门发布公告：声明从未审批具有
速效壮阳功效的保健品或食品，对非法宣称具有“速效壮
阳，改善性功能”作用的保健品或食品一律严厉打击！

速效壮阳类药物的成份主要有三类： 西斯拉菲、
西力士和金阳碱， 这类药物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一般
30-60 分钟即可见效。 据医学调查，这类药物毒副作用
非常明显，很多患者会出现头痛、潮红、尿路感染、视觉
异常、皮疹等症状，甚至引起休克，特别是患有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更应严禁服用，男性朋友一定要
谨慎购买。

同仁堂养血补肾丸的成份全部是纯中药材， 经严格
检测，未添加任何西药，无任何毒副作用，消费者可放心
服用，并经得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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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服用两个月后，阳
痿、早泄等男性功能障碍得到
全面改善，男性功能比年轻时

提升 6倍以上, 有意念时，全
身神经一触即发，动力强劲，
轻轻松松房事 30分钟以上。

服用 3 天后， 长久抑制
的原始性潜能被开发， 激情
乍泄，绵绵不断，晨勃强烈。

感受血液回流动力澎湃的余
味， 浑身上下充满使不完的
劲，夫妻生活改善明显。

养血补肾一个月后， 男性
障碍消失， 性反应迅速及时，
器官改善明显。 夫妻生活时孔

武有力、游刃有余，能做到控
制自如，真正霸气十足、越战
越勇，老婆连夸棒极了！

服用 3 天 自己知道不一样

老婆感觉不一样服用一月

回到十年前一样服用两月

同仁堂三百年养血补肾奇方，方剂宏大，固本培元、补益精血，既平和药
性又提高疗效，解决的是男人根本，求的是生命机能自然回归。 虽是中药，药
效却很快和持久。 同仁堂 5大保证，让男人白天晚上都精彩：

保证 1：男性障碍一扫光，乐！
养血补肾以后，男性障碍的症状都消除了，让你每天精神饱满，

身体强健，动力十足，有意念时，全身神经一触及发，尽情享受养血补
肾丸带来的强劲动力，超乎想象的征服欲，感觉真是棒极了，用一个
字形容那就是爽！

保证 2：开辟“3度”空间，惊！
同仁堂养血补肾丸成功打通性通道，使男人粗度、硬度、长度节

节攀升，男性能力得到极限开发。 让你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强壮有力，
简直像换了一个人，那感觉妙不可言！

保证 3：扫除前列腺顽疾，强！
上了年纪的人服用同仁堂养血补肾丸，不仅也能恢复年轻时

的心动，更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尿频、尿急、尿不尽、前列腺炎、前
列腺增生、失眠、耳鸣耳聋等这些老毛病都一并消除了。 让你的晚
年生活如浴春风，再一次心潮澎湃，又回到了 20 年前！

保证 4：调养身心好上加好，妙！
很多人对自己在夫妻生活方面的能力还比较满意， 却没有想到，

原来还可以好上加好。 服用同仁堂养血补肾丸，经过综合调养身心，
滋润五脏六腑，让男性潜能可以释放到每一个细胞，男性能力提升 6
倍以上。 让你真正此生已别无所求，快乐就是唯一的理由！

同仁堂 4 大保证
男人偷偷吃悄悄好

⊙肾虚、血虚是男性障碍的根源
在中医理论里，肾概括为“先天之本”、“命门

之火”，肾藏精、肝主血，精髓足、血自旺，因此才
有“肾亏则无力，血虚则气萎”之说。肝肾亏虚、精
血不足直接导致阳痿、早泄、失眠、耳鸣耳聋、尿
频尿急等男性障碍。因此，中医临床中，往往强调
阴阳通补、养血补肾就是这个道理。
⊙男性障碍是男人身心健康的头号杀手

男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自己“不行”。
男性障碍已成为困扰成年男性的常见疾病，
是夫妻生活、家庭稳定的头号杀手。 临床主要
表现是阳痿、早泄、遗精、尿频尿急等。 男性障
碍严重打击患者的自信、影响夫妻生活、家庭

稳定，对男性的生理、心理、精神造成巨大的
损害，令患者常常郁郁寡欢、精神萎靡、抑郁
忧思、信心受挫、工作质量下降。
⊙前列腺是男人健康的警报器

前列腺虽小，却反映了男人整体内环境的
失衡状态，事实上，前列腺病人不只是排尿痛
苦，还一定会伴有腰痛、头昏、耳鸣、记忆力下
降和性功能减退等症状。 中医理论认为，前列
腺疾病大多病位在肾，湿热是标,肾虚为本，因
此治疗前列腺病必须从提肾气、补三焦、调五
脏入手，才能取得根本疗效而不复发。
⊙选对中医 切忌急病乱投医

中医对肾虚、男性障碍有着两千多年的研

究历史，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古时医家对此类
症状早已有系统的治疗方案， 强调兼顾五脏、
辨证施治，经过不断改进、完善，形成了兼顾近
期和远期疗效特点的方法，这绝不是西医头痛
医头、脚病医脚或速效壮阳方式所能比拟的。

⊙延误一年不治，少活 5年
男性障碍的中医病理基础是肾虚、血虚，

主要表现是阳痿、早泄、遗精、尿频尿急等症
状、还伴有体虚神怯，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失
眠健忘等现象，如果反复缠绵难治，将进一步
演化为阴阳失衡、气血衰败，令患者身体免疫
力急剧下降， 这种身心状态将成为伴生高血
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温床。

男人一定要知道的 个事实5
关于男性障碍

腰膝酸软、肾虚肾亏、时间短、精气不足、尿频尿急、前列腺顽疾，“难”人怎么办？

同仁堂横扫男性障碍养血
补肾

男人补肾， 你还在用速效壮阳产品
吗？ 速效产品大都含有西药壮阳成分，效
果是来得快，但其毒副作用对身体造成不
可逆转的伤害，所以在北京、江浙沪一带
的男士早就抛弃这种落伍的补肾方式，改
换为服用同仁堂一个三百年的养血补肾
秘方。

同仁堂公开三百年的补肾方
同仁堂这个神奇的天然养生配方，从养

血着手，正本清源的中医补肾方式，已有数
万患者感受到了它的神奇疗效，大部分人服
用 3天就能见效，服用 2-3个月，底子薄、身

体差、精力衰、力不从心、疲软、控制不住等
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患者无不称奇。

同仁堂乐家老铺目前公开了这一配
方： 何首乌 161.3g 熟地黄 161.3g 黄精
80.7g牛膝 80.7g 野料豆 80.7g 黑芝麻（炒）
40.3g菟丝子（炒）40.3g桑椹清膏 161.3g蜂
蜜（炼）360g。

男人幸福有了“秘密武器”
同仁堂的中医专家指出： 肾亏则不

举，血虚则气萎。这个方子考虑得很全面，
既补气、又补血，既补虚，又补肾。 临床已
经证实具有强大的养血补肾、 抗氧化、畅
通人体微循环的功效，它能充分地将血液
中的营养成分输送到男性血管末端，有效
治疗男性功能障碍的作用， 所以服用 3
天，就感觉每天激情燃烧、情趣高昂；15天
左右动力十足、绵绵不断，夫妻生活质量
明显提高；一个月后，夫妻生活无论是质
量还是数量都非常和谐美满！ 据调查，同
仁堂将此方公布 10 年来， 已有几十万的
男士恢复了年轻态。

打通微循环，扫除男性障碍
英国和法国的科学家对同仁堂的这一

补肾秘方极感兴趣。 他们用配方的原料作
为培养基，从微生物的角度分析，发现这个

配方中含有 20多种氨基酸， 其中有 18种
人体必需，15 种头发生长必须的肽类，14
种维生素，30多种矿物质， 近 100 种酶和
活性物质。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因为肾虚和血
虚而引起的血管末端微循环障碍是导致男
性性功能障碍，阳痿、早泄以及前列腺等一
系列男性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成份通过君
臣佐使科学配比和三百年的御用实践，更
大的打通了人体细胞间的供养通道， 一次
性解决男性阳痿、早泄，尿频、尿急、尿不
尽、尿无力、尿滴沥，器官短小、萎缩，前列
腺疾病等。

养血补肾，男人白天晚上都精彩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服用同仁堂的“养

血补肾丸”，不但能让你恢复年轻时的强壮，
治好男性功能障碍，白发变黑，还能出现睡
眠改善，耳鸣耳聋也奇迹般消失的“怪事”。
一些经常加班， 夜生活丰富和麻将爱好者
们评价： 服用后会明显感到体力、 精力旺
盛，夫妻生活游刃有余，熬夜通宵都不觉得
累；50岁以上的男人评价说， 不仅人看上
去更显年轻了， 连前列腺的老毛病都一并
治好了。 除此之外，科学家认为，畅通人体
微循环的好处远不止这些， 它甚至对女人
的早衰、更年期都有极好的改善作用。

养血补肾 此生不白活一回

市内免费送货，全国
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养血补肾丸指定销售地址：●长沙：雨花区：养天和大药房和潇店（东塘西百幸鞋业旁）、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火车站
仁寿堂大药房、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南门口好又多药号、红星步步高楚济堂大
药房、火星楚济堂大药房、南站楚济堂大药房、侯家塘新一佳药品柜、海川新特药大药店、车站南路楚济堂
大药房、黄金海岸楚济堂大药房、观沙岭新一佳药柜、河西通程新一佳药柜、星沙：凉塘路旺鑫大药房、望城：
九芝堂康民大药房（电力局对面）、宁乡：神洲大药房（农贸市场对面）、浏阳：钰华堂大药房（北正中路中医院下行
100米）●株洲：健康堂大药房（贺家土家润多超市往北区斜对面）●湘潭：常青药号（汽车西站候车室旁）、常青药
店宝塔路步步高对面（河东大道福信大厦 1-2号门面）、贵福康药号（市一中对面）、福寿昌医药堂（建设南路华凯华宇大酒
店南侧）●衡阳：附二对面古汉大药房、古汉大药房湘江店●娄底：众一大药房九亿店●岳阳：为民医药超市（九龙商厦
对面）●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陵阁广场西侧）、战备桥大药房●益阳：平和堂大药房（桃花仑市水利局对面）
●邵阳：时珍大药房(中心医院斜对面)●永州：市委对面康源大药房、●郴州：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前50米）●怀化：百
信大药房（河西明珠大酒店对面）●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老十字街）●吉首：博爱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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