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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早泄男人慎补肾

我国首个专治早泄、唯一清晨给药、脱敏根治的藏药已问世

家住汽车厂二区的李先生

得皮癣 10多年了， 身上很多地

方都盖着一层银灰色皮屑，用手

一抓就是一把，邻居都叫他“穿

山甲”， 得病这十几年， 身体遭

罪，心里也别扭，感觉自己不是

个正常人，女人见了就躲，孩子

见了就跑，三十多岁了，好不容

易娶个媳妇，还没过上俩月就跑

了。他说：得这病，让我成了一个

怪物。 这么多年了，多方治疗都

不见好，要不是想到年迈父母需

要人照料，我早就不想活了。

多亏用上了蓝顶喷剂，才用

了一个月，满身的皮屑就减少了

很多，痛痒也减轻了不少，这下

子又让我看到了希望，医生说这

病顽固，要有耐心。 当用到三个

月时，我全身的皮肤就像新长的

一样，光滑，健康，别人不会再躲

着我了，我也再不用捂得严严实

实，不敢见人了！

“蓝蝣”吃掉“穿山甲”

3月长出新皮肤

家住火车站附近的王女士说，

儿子在上初中时突发湿疹，奇痒无

比，两条腿抓得流血流脓，晚上睡

不好觉，神经衰弱，脾气暴躁，成绩

眼看着往下掉，她和丈夫心里很着

急。

后来用蓝顶，儿子当天就喊不

痒了，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皮损就

看着一天天脱落，两个月后，身上

的几大块湿疹整块都掉了，长出了

新皮肤。 儿子病好以后，像个小孩

似的抱着妈妈又蹦又跳。而且即使

是在春季这种皮肤病高发期，他的

湿疹也没再犯过，这蓝顶不愧是欧

洲畅销的皮肤病用品!

儿子五年湿疹

2月褪个干干净净

近

来， 我省成千上万的皮肤病患者都在用一种进口 “小药

水”， 它就是来自西班牙的目前唯一 “孕妇可用” 的天然生物制

剂--blue cap（中文译名“蓝顶喷剂”），据说它凭借“药到病除”的神

奇疗效，还走进央视 10套《科技之光》栏目。

在引入国内后，国家相关部门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庆医科

大学、武汉同济大学联合进行了多中心临床测试，综合数据表明：

使用蓝顶，当天止痛痒，3 天止脱屑，10-15 天，板硬干厚、粗糙皲

裂、皮损面变薄、变软，溃疡糜烂愈合，鱼鳞消退，恢复正常颜色。一

般患者 2个月内，即可告别皮肤顽癣。

在西班牙加纳里群岛， 一座

火山爆发形成的谷地， 有种进入

成熟期的奇特生物“蓝蝣”，遇到

危险时，会脱掉表皮迷惑敌人，脱

皮后的蓝蝣被一层黏膜包裹，两

小时后会生出新皮层。 如果当地

土族人患了皮肤疾病， 就会由专

人捕捉蓝蝣，令其脱皮，然后将那

层黏膜揭掉，敷在皮肤上，皮肤即

可止痒，清爽舒服，三四个月，皮

肤病便可不治而愈。

经西班牙著名的 EK 实验室

研究发现， 蓝蝣黏膜层中的神秘

物质， 一种能够重建皮肤免疫的

活体细胞（显微镜下像一顶蓝色

帽子，又称为“蓝蝣素”），蓝蝣素

作用于皮肤患处后， 会迅速转化

成皮肤免疫 T 细胞，重建皮肤免

疫， 调节皮肤代谢。 令人欣喜的

是，这种免疫 T 细胞能够在皮肤

中存活五年以上， 从而确保一次

治愈五年不犯。

火山蓝蝣专“吃”皮肤病

发现“蓝蝣素”后全球各大

媒体相继报道， 我国央视十套

《科技之光》 栏目也在第一时间

对“蓝蝣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特别介绍， 相比任何传统用药，

蓝顶具有成分独特、 治疗彻底、

安全高效三大优势：

火山奇虫入药：

蓝顶的核心成分提取自西

班牙加纳里群岛的火山蓝蝣黏

膜层，具有极强的生物活性。 进

入皮肤， 迅速转化成免疫 T 细

胞，恢复皮肤正常代谢，角质异

常增生完全消除，脱皮、痛痒、红

肿、溃烂全面好转。

五年不复发：

蓝顶素快速渗入真层皮，与

皮肤原有细胞形成免疫应答，转

化成皮肤免疫 T 细胞，止痛痒、

止脱屑、抗复发。 免疫 T细胞可

在皮肤内存活五年以上，真正做

到一次治愈，五年不犯！

史上最安全：

欧洲最权威的 EOD 无激

素测试中心鉴定：蓝顶不含激素，

“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可正常使

用”， 这一点明确写在产品说明

中，安全标准远超纯中药制剂。

包括国外在内的所有使用

者，都一致认为使用蓝顶，不伤

肤、无沉着、无奈药性、无依赖

性，确实是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的

天然生物制剂。

EK 实验室认为 blue cap 是

50年难得一遇，拒绝向任何国家

出售专利配方及技术。 我国花重

金，只取得了进口销售权。 到目

前为止， 在药监局存档备案中，

蓝顶是我国皮肤病治疗领域唯

一一个从原材料到包装瓶 100%

原装进口产品。

央视解密：连孕妇儿童都能用的“洋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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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 10 套《科技之光》栏目全面报道蓝顶喷剂

进入春季，各类补肾广告铺天盖地！ 男人

太“快”需补肾？ 北京某权威医院著名男科大夫

曹教授告诉笔者，方向错了，男人时间短，是器

官神经太脆弱敏感所致。

神奇藏药

3分钟锁住男人早泄

权威机构提醒：男人补肾要谨慎，脱敏治

疗是关键!补肾产品在全国有上千种，而国家专

文批准脱敏治早泄的却只有一个--仁青甘露

锁龙液，它是国内专治前列腺型、手淫和衰老

型、体质型等各种早泄的产品，该产品不需口

服，无胃肠刺激，无肝肾损伤，无血流改变。 安

全、经济、可靠。

医学研究表明： 部分男性生殖器前端神

经较脆弱，在前列腺炎、自渎等各种外因刺激

下极易分泌过敏酶， 令生殖器前端异常敏感、

易兴奋，从而导致两性生活时间过短。 男性时

间短，不能自如控制，就不能使伴侣满意，长期

以往给男女双方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以

致家庭破裂。 被称为【延时神露】的仁青甘露锁

龙液，专门解决时间短、过早到达顶峰问题。 当

天见效，一至两个疗程就可以使男性随意控制

时间长短，释放自如，夫妻生活和谐、完美！

你还在乱服药物吗？

藏医学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 早泄是一

种“白脉病”(神经病)是由于人体内“白脉”病变

引起的病症。“黑脉”泛指血管，“白脉”泛指神

经。 人体是由黑白两脉主导人的循环、思维和

一切生命功能。 不同部位的白脉病变会导致不

同的功能失调或丧失。 早泄是位于骶骨处的白

脉病变而引起的功能缺失。

现代解剖学证实：位于骶骨处的副交感神

经是控制房事时间长短的“阀门”，这与藏医学

的白脉说相符。 人类在以后的文明进程中，开

始了两性活动质量的探索。 从古至今，人们对

于改善早泄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从最早的器

械、方法、到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药物，无一不

是人类对不尽人意早泄毛病的抗争。 由此诞生

了很多“可以帮助男性延长时间” 的药膏、药

水，但是它们只是让你感到麻木，从而达到延

长时间的目的。 结果带来了性快感的消失，就

象是嚼着一口没有调料和盐巴的鲜羊肉，只有

嚼的经历，没有鲜美的感受，可以想象，那是一

种什么样的浪费。

用锁龙液，让夫妻更和谐

查遍藏医学经典， 治疗早泄的方剂只有

外用药：通过生殖器涂抹，经过黑脉输送，透达

“白脉”修复损伤，可治早泄！ 这与中医的虚损

论和西医的麻醉论有着很大的差异。 补虚损周

期长效果不明显，而麻醉术见效快却影响快感

并且无法祛除病根。 白脉说完全弥补了中医见

效慢，西医无快感的不足。“锁龙液”修复病损

白脉，消除病因,几分钟显效。 既解决了早泄又

具有显著助勃功效。 这与“黑白脉”说的科学性

密不可分。

锁龙液原料均采自海拔 3800米雪线以上

的雪域高原的藏区， 具有绿色天然无污染，藏

秘炮制，令药液更具穿透力，玛仁果那等君药

渗透生殖器前端后能迅速灭杀过敏酶，仅需清

晨轻轻一喷， 当晚即可达到延时 20-30分钟，

中老年人均可放心使用。 哇夏嘎、藏丁香，藏五

倍子等臣药则可以持续滋养脆弱的性神经，令

其强韧后永不分泌过敏酶，时间为 3-5分钟的

一般患者仅需要一个疗程（两盒）均可脱敏除

根，让广大的患者从此拥有收放自如、随意控

制的性持久力。

锁龙液另一独特之处：清晨给药，男性时

间短在藏医中属于夜病范畴， 病根是“白脉”

（白脉泛指神经）太脆弱，修复“白脉”才是根

本。 我们的锁龙液选在太阳初升，男性体内阳

气上升的清晨给药不仅符合藏医夜病晨治的

原则，效果也最佳。

特别提醒：作为我国经卫生部门鉴定、专文

确认有脱敏治疗特效的仁青甘露锁龙液，现已

在全国各地热销， 受到广大消费者一致好评。

如果你想细致了解该产品的功能，可拨打我市

咨询电话 0731-82500531了解详情， 市区

劳动西路 565 号的东塘星城大药房以及本版

下方指定药房有售；市内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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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cap”

蓝顶喷剂适用于:

����银屑病、 湿疹、

皮炎、顽固瘙痒以

及鱼鳞癣、 神经

性、脂溢性、过敏

性皮炎、 荨麻疹、

花斑疹、 红斑、灰

指甲、手足体股癣

顽固性瘙痒等。

西班牙

蓝顶喷剂

免费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

湖南咨询

订购热线：

欧洲新技术,疗效有保证，不含激素

不伤肤;当天止痛痒，三天止脱屑

blue cap

蓝顶喷剂

西班牙 blue cap制药公司

0731-85280728

皮肤有病 找蓝顶

100%欧洲原装进口 当天使用 当天见好

为了倡导科学的皮肤病治疗观念，并推广进口蓝顶喷剂，在中

国上市推广月期间，西班牙 catalysis制药公司出资价值 1000万欧

元的试用品，即日起到 4月 25日（仅限 5天）只要购买 2 瓶蓝顶即

可获赠 1 瓶（30ML）。 凡是通过电话订购者如果试用无效，或是有

任何不良反应，即无条件全额退回 2瓶药款，一诺千金，说到做到。

买 赠

2

1

使用无效，分文不要

不节食、不运动、不腹泻，

懒人减肥有妙招：

被窝里睡出“S”身材

天气变热，突然“三多”；美容院里多了减肥的客人、健身房里多

了挥汗如雨的女性、减肥品柜台前多了不问价钱的“豪客”……原因

只有一个，在一个难得展示身材的季节，谁也不原意被比下去，可是：

■吃减肥药：会损害肝肾和心脏，易反弹。

■喝减肥茶：腹泻拉肚子，会造成内分泌失调。

■节食减肥： 易产生厌食症， 甚至会危及生命。

■吸脂减肥：费用高风险大，后果不堪设想。

������平日里的小吴，对待朋友、对待工作应该

称得上是耐心十足。 可偏偏对于减肥， 她说

“烦，烦得要死”！ 一来她觉得各种减肥品使用

麻烦，禁忌又多，这不行那不行，一不小心就犯

了禁；二来见效太慢，而且说不上哪天就反弹。

两三年间使用了不下 10种减肥品， 可是没有

一种让小吴心悦“身”服。

今年小吴用起了椰色果纤体精油。 小吴

说，她真的被减肥乱了心，当时根本没打算再

作新的尝试， 但是因为对椰色果的高科技含

量、效果非常有信心，让她不得不自己说服自

己。一个星期后，腰围减了 3厘米，3个星期后，

腰围减了 5厘米。 “从来没有减得这么轻松过！

一点特殊的要求都没有， 就只需要滴上几滴，

然后睡觉等着效果的出现。 ”小吴说因为椰色

果她早已经失去的耐心又回来了。

有效减肥的关键是减掉尺寸

美体点评： 椰色果纤体精油通过多种名

贵、天然精华成份的科学配伍，利用最新分子

渗透技术，从马来西亚独有的植物椰色果中提

取出强效瘦身瓦解脂肪的 “HLA-2 椰果素瘦

脂分子”， 突破性的利用体外涂抹的方式通过

肚脐进入人体的脂肪细胞，改变腹部、腰、臀、

腿等大分子脂肪细胞结构。睡觉前,把椰色果纤

体精油滴入肚脐，人睡着了，椰色果的有效成

分却在活跃工作，把大块脂肪分解成小块的脂

肪，并且快速燃烧掉，所以一觉醒来，腰围就会

明显减小。 测试结果表明，用椰色果，睡 8 个小

时的觉， 腰腹却相当于做了 800 次仰卧起坐，

大腿相当于做了一次 2000 米的长跑。

因此，专家一再强调：减肥的时候决不可

以一味的追求体重的下降。 而要在保证营养，

健康饮食的前提下进行。 椰色果纤体精油，不

节食、不运动，减出你希望的尺寸，穿上你期盼

的低腰裤、炫出你最迷人的小蛮腰。

广告停一年照样热销

椰色果纤体精油热销湖南三年；爱美的时

尚女士、产后发胖的年轻妈妈、中年发福的阿

姨……都成了椰色果忠实地追随者；纷纷传递

一个睡觉、在家里、在路上、办公室、随时随地

减肥，瘦身的同时还嫩肤的减肥妙招。

睡前滴几点精油， 睡着懒觉减掉赘肉，瘦

身的同时还嫩肤，你不心动吗？ 如此完美到底

需要用多少呢？ 为让更多爱美女性苗条过夏

天，鹤鸣医药特推出“热销三年，只送这一回”

特大优惠活动， 在 4月 25日前， 每日推出 30

套特惠椰色果植物纤体精油疗程装供爱美女

性订购，对于订购产品的顾客，并承诺 7 天无

理由退货服务。 详情可咨询椰色果湖南市场部

电话 0731-82662851，也可前往市区劳动西

路 565 号的东塘星城大药房以及本版下方指

定药房就近购买。

经销地址：

长沙：东塘星城大药房

五一路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

火星镇楚济堂大药房

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

东塘平和堂药号

星沙：旺鑫大药房

宁乡：开发药号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

浏阳：仁济药店（北正中路 43号）

株洲：人民药店中心店

（新华书店一楼）

平和堂药号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

（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

（解放路附二医院旁）

岳阳：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常德：战备桥大药房

（战备桥红绿灯旁）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

（步步高斜对面市财政局旁）

涟源心健大药房

（光明山市政府对面）

郴州：同德堂大药房

（人民西路店、燕泉广场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