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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男子“无能”

妻子网上“偷菜成瘾”

“我妻子最近一个多月不知咋的疯

狂迷上了网上偷菜游戏，晚上起夜小便

几回就要打开电脑看几回， 像着了魔，

闹得我也睡不好觉，家里的大小事她也

不管了，咋劝都劝不住！ ”近 50 岁的市

民田先生给笔者打电话，大倒苦水：“我

妻子已 40 多岁了，对上网偷菜的痴情，

简直叫人无法忍受！ ”

随后， 按田先生提供的电话号码，

我们联系上了田先生的妻子罗女士。

“他不要脸，肯定在外面有了相好

的女人， 几个月不与我同房过日子，连

碰都不碰我的身体， 这算什么夫妻，你

看看隔壁老王两口子， 都快六十了，整

天还亲亲我我的。 别人都说了，女人要

是没有爱的滋润，衰老特别快，难怪王

大姐看着比我还年轻，他都不管我死话

了，我还管这个家干嘛。 ”

“他胡说八道，我哪有啥子相好的

女人呀！ 我、我……”在我们的一再劝说

下，田先生终于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我也不知怎的，这几年老感到力

不从心，精神萎靡，不是腰酸就是背痛，

夫妻生活更不用提了， 不是没欲望，是

‘小兄弟’不听话，举不起来呀。 我试过

很多次，勉强同房，最终的结果也是遭

到妻子的白眼，干脆就不干了，哪晓得

妻子奈不住寂寞，开始学上网，最终偷

菜成瘾。 ”

原来是一场误会，既然这样，老夫

老妻的了，也不要再吵架斗气了，赶紧

给田先生治病吧。

换条小内裤 阳痿早泄全搞定

美国男性生理内裤（美国伟裤）是

专门针对阳痿、早泄、器官短小等男性

功能障碍患者研制的高科技产品，不吃

药，不打针，换条内裤，当晚就能解决阴

囊潮湿；尿频尿急 3 天见效；晨勃一周

后恢复；阳痿、早泄一个月全面康复；男

性器官 3个月实现再次发育。 来自美国

的官方报道： 一位接受实验的男子，阳

痿、早泄，夫妻生活无法完成，通过穿戴

美国伟裤 30 天，器官恒定增长，夫妻生

活从此变得和睦，让所有的研究人员兴

奋不已。

通知：美国伟裤对男性功能障碍起

关键性治疗作用的是内裤底裆多功能

磁性纤维布料，此面料通过专用验钞器

能检测出来，而低价内裤底裆布料只是

模仿了颜色和编织纹理，验钞器一测便

知真假（是底裆布料而不是前后磁石）。

老专家出奇言

换内裤获意外惊喜

一个精神焕发，面色红润的老头正在

选购美国伟裤，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原来

他是从事 20 年临床工作的资深老中医，

曾经多次去美国讲课， 早在 2007 年他就

从美国买过两条美国伟裤，听说现在已经

来到中国，准备多买几条留着穿。

老专家意味深长的说：“我以前有很

严重的前列腺病、尿频、尿急，有时候憋得

浑身难受，用这个美国伟裤，不到一个月，

以前吃药打针都治不好的病， 全都好了，

现在身体和精神头也好多了”。

他还感叹道：“自己的儿子不知怎么

的染上了泌尿疾病，也经常的出现尿液滴

白，下身胀痛等症状，去医院检查吃了很

多的药，打了很多针，也没治好，穿上这高

科技功能理疗内裤，才几天，就感觉下身

清爽，特别宽松，去医院检查全好了，穿美

国伟裤获意外惊喜！ 我的前列腺病好了，

儿子的泌尿疾病也好了”

大男人

巧换小内裤

美太空总署、 美国纽约州 vouglas 男

性生理生命科学院成立联合科研组历时

10 年，并由太空飞船进行为期 45 天的太

空环境数据采集，终于通过负离子纤维模

拟太空真空环境；银离子纤维模拟太空高

洁净环境；太空磁纤维模拟太空强磁场环

境；远红外纤维模拟宇宙射线环境，四大

纤维螺旋编织，通过内裤形式，在男性金

三角形成模拟太空环境，杀菌、消炎、康复

前列腺，促进男性器官微循环，加快睾丸

酮分泌，唤醒海绵体组织再生，不吃药、不

打针，当晚阴囊潮湿就能改善，一星期提

高男性能力。

消除阴囊潮湿，感受清爽无比：

远红外、负离子、银离子、矿药磁共同

作用，就是两三天不洗澡，下身一样干爽、

舒适。

解决阳痿早泄，重现威猛无敌：

老婆一刺激，想要就能要，不影响正

常工作，真正做到随心所欲，做回 20 多岁

的年轻小伙子。

提高夫妻生活，激情连绵不绝：

让你扔掉壮阳药、补肾药、激素药，只

需简单的一穿，让你重振雄风、威猛无敌。

增强器官发育，让你雄风再现：

让你小男人变大男人，一次使用终身

受益，不易反弹、不回缩。还能预防前列腺

疾病。

摆脱尿频尿急，效果迅速彻底：

不打针， 不吃药，3 天解决前列腺问

题，促进前列腺腺体回缩，排尿有力、威猛

顺畅，晚上不起夜，第二天精力旺。

强效灭菌科技，远离疾病炎症：

美国伟裤采用稀缺“美代尔多功能抗

菌面料” 高效杀菌， 银离子有效消灭黄

色葡萄球菌等 450 种细菌， 分解有害物

质，防止交叉感染传播疾病，保持阴囊干

爽，穿上美国伟裤爱意缠绵时零距离接触

都不怕。

美国伟裤

坚挺有力 超长延时 二次发育 康复前列腺

成就男人激情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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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穿一洗 补肾三年不如换内裤三天

八类人群快换【美国伟裤】

换裤当晚即可停服

所有的补肾壮阳药

1、男性功能障碍导致夫妻感情不合者

2、阴囊潮湿、睾丸胀痛者

3、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者

4、男性功能低下，死精少精不育者

5、精力减退、会阴胀痛、腰酸无力者

6、脓血、滴白、尿道刺痛有炎症者

7、裤裆湿乎乎、异味特别大者

8、长期工作负担过重，需要应酬者

男人好不好 女人最知道

调查显示，夫妻关系紧张，夫妻生活

不协调、男性障碍有关。 可喜的是，很多

女性朋友在听说美国伟裤后， 都争相打

电话询问美国伟裤的神奇功能。

面对众多广告轰炸，产品突袭，女同

胞们从不下手，悄然期盼一个有效果、真

实可靠的产品。 美国伟裤一经上市自然

成为她们的首选，争相为老公购买，不仅

让老公健康，更能够让她们得到想要的，

还能缓解夫妻关系，一举多得。

“纸老虎”变成真老虎

白领男人不是看的，是要做的，以前总

是萎靡不振， 不是老婆埋怨， 就是自己赌

气，到底怎么做才行呢？ 别人的老婆都夸自

己男人怎么棒？ 我的老婆却说自己那么差

劲，现在就想花个小价钱，找个长感觉。 美

国伟裤，穿上感觉下身热乎乎的，当天晚上

就有跃跃 欲试，第二天就能够想到做到，一

个星期下来，威猛无比，耐力持久。 美国伟

裤独有的负离子纤维释放负离子充分营

养生殖细胞，增强生殖细胞动力，扩展海

绵体组织，加速男性根部的增长发育。 远

红外线促进血液循环， 独立凸槽设计第

一次让男性根部有独立生长的空间，摆

脱束缚，只需 30 天让男人发生“巨大”变

化，让你越穿越有劲，越穿越威风，越穿

越幸福。

美

国

伟

裤

中

国

专

利

号

2
0
0
4
1
0
0
2
0
2
3
4
.
9

伟裤全省经销地址：

东塘星城大药房、平和堂（五一店/东塘店）、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

柜、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南门口好又

多药柜、侯家塘新一佳药品柜、红星步步

高药品柜、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王府井

负一楼药品柜、华夏新一佳药柜、芙蓉广

场家乐福双鹤药号、雨花亭沃尔玛双鹤大

药房、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崇源堂大药

房（井湾子新一佳超市二楼）、井弯子大润

发双鹤大药房、 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火

星镇楚济堂大药房、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

药房、黄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观沙岭新

一佳楚明堂、马王堆誉湘大药房（马王堆

派出所斜对面）、马王堆一品大药房（马王

堆陶瓷市场 B栋原农村信用社）；长沙县：

榔犁九芝堂大药房；星沙：旺鑫大药房、新

一佳楚仁堂大药房；望城：九芝堂康民大

药房；宁乡：神洲大药房；浏阳：钰华堂大

药房；株洲：人民药店新华书店店（新华书

店一楼）、 人民药店炎帝店（河西炎帝广

场）、人民药店湘天桥店（红旗广场步步高

一楼）、人民药店渌口店（渌口新汽车站斜

对面）、健康堂大药房（贺家土浩天宾馆对

面）、人民药店东都店；湘潭：福顺昌基建

营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福顺昌板塘

铺店（板堂铺名扬大厦一楼）、福顺昌南盘

岺店（南盘岺十字路口）、 长青药号西站

店、长青药号宝塔路店、泽仁堂（潇湘宾馆

对面）；岳阳：为民药店（九龙商厦对面）；

平江：华生大药房；湘阴： 心正大药房；汨

罗：百信大药房；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

放路附二医院旁） 免费送货电话 ：

0734-6681909、江东国泰药房（广东路口

湘江宾馆旁）、明生医药店二七二厂景园

市场附属楼（幼儿园背面）；常德：武陵阁

大药房（步行街西侧）、战备桥大药房（战

备桥红绿灯路口）；临澧：安济堂（朝阳市

场店）；石门：步行街大药房；澧县：好心

人大药房（步步高二楼）；津市：春天大药

房；安乡：麒麟堂药店；汉寿：福春堂大药

房（劳动局旁）；桃源：正康大药房（邮电

局对面）；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

斜对面）；桃江：康泰大药房；安化：益汉

大药房各大连锁；邵阳：时珍大药店（宝庆

中路中心医院斜对面）；邵东：中西药店（解

放路 20号）；隆回：敬和药店（大桥路 48 号

汽车南站出口旁）；武岗：南门口中心大药

房（过水南桥 30 米）、芳芳药店（迎春亭心

连心超市对面）；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

69 号第一人民医院前 50 米）、燕泉大药房

（燕泉北路 23-8号）；资兴：步行街大药房；

永兴：仁济药房（南大乔兴）；宜章：福寿康

大药房（汽车总站对面）；娄底：长青中街橡

果国际天天好大药房；涟源：心健大药房；

冷水江：新天地大药房；新化：大桥药店；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

零陵永宏大药房（商业城旁）；怀化：东方大

药房（中心市场天桥下）；芷江：和平大药

房；黔城：惠好大药房（宏源宾馆对面）；靖

州：梅林路国药店（职中旁）；溆浦：怀溆大

药房（老百货公司对面）；吉首：家乐富超

市橡果国际专柜、博爱大药房；凤凰县：吴

三平价药房；龙山县：久知堂大药房；花恒

县：华芝堂大药房；保靖县：平和堂大药

房；永顺县：不二门大药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