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眩晕，病因复杂多样，患者十分痛苦却又

多年求治无门，病情反复发作，可是得不到有

效治疗，长期的累积下来，就如同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下一次的发作就可能会诱发

脑梗，脑溢血导致偏瘫，痴呆等严重后果，那

时就悔之晚矣！其实，眩晕的每一次发作就是

一次小中风，是因为人体肝，肾，心，脾阴阳失

衡，大脑供血不足，流速减慢，脑失濡养造成

患者平衡器官障碍， 产生运动平衡和空间定

位错觉， 感觉外界环境或自身旋转移动或摇

晃。是健康恶化的预警信号，也是发生重大疾

患的先兆！

由兰州佛慈制药独家生产(国药准字号)

“定眩丸”是专治各种眩晕症的良药，能对人

体“肝、心、脾、肾”进行全面调理，明显增强人

体的造血功能，改善血液品质，降低血液粘稠

度，提高血液携氧能力，从而保护和修复受损

的脑神经，阻止重大疾病的发生。使脑组织在

每时每刻都能得到充足高质量的血液和氧。

所以“定眩丸”对各种疾病引起的眩晕

症都有疗效，尤其对西医诊断为“美尼尔氏

综合症、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贫血、肾上

腺皮质机能减退、前庭神经元炎、植物神经

紊乱、更年期综合症、内听动脉阻塞、颈椎

病、腰椎病、脑震荡后遗症、化学物品中毒、

脑动脉供血不足、眼屈光不正、劳累过度”等

引起的“眩晕症”具显著疗效。同时能够保护

脑神经、阻止重大疾病“脑血栓、脑溢血、脑

萎缩、痴呆”的发生，可以把眩晕患者常伴有

的心惊失眠、耳鸣耳聋、手面麻木、潮热盗

汗、痰多胸闷、恶心呕吐、神疲倦怠、面色苍

白、头疼健忘、易躁易怒、腰膝酸软、肢体震

颤等症得到治疗。

中医中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针对眩

晕既有医治良方，根据眩晕本虚标实，病因在

肝，肾，心，脾阴阳不调，阴虚则肝风内动，精

亏则髓海不足，血少则脑失濡养，脾虚则痰浊

上蒙清窍。于内平衡协调五脏只阴阳，强身固

本，御外则自然淡定从容，稳如泰山。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佛慈“定眩丸”国药

准字 Z10890012， 纯中药制剂， 独家研制生

产， 十八味中药各有所用， 根据眩晕虚实相

间，进行标本同治，滋五脏以固元，治大患于

初起。针对高血压，颈椎病，美尼尔综合症，脑

梗，心脏病，前庭神经原炎，更年期综合症等

引起的眩晕，耳鸣耳聋，失眠，手面麻木，潮热

盗汗，胸闷等疗效确切显著，对老年中风亦有

很好的预防作用。

咨询电话：0731-�85280779

������长沙东塘星城大药房（劳动西路 565号）

以及本版下方指定药房有售；市内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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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疫苗是 21 世纪药物研

制的方向，那么口服疫苗与传统

中药、西药比较有何特点呢？ 如

果把中药比喻成大刀长矛（效率

低，动作缓慢）、西药比喻成炮弹

（破坏力巨大，敌友不分），那么

口服疫苗就相当于激光导弹武

器，精确而且高效。

“瑞士大复康”就像导弹一样，

太厉害了。 “才服用 2粒，2小时后

下面就开始有反应，不但排尿正常

了，还亲眼看见从尿液中排出来的

毒素，十多年的前列腺疾病，三、四

盒就搞定， 停药半年都没有复发

过， 夫妻生活像 20岁的小伙子一

样。 更令人叫绝的是，每次只需两

粒，不像传统中药，每天大把地吃，

被别人看见多不好啊！ ”

口服疫苗“瑞士大复康”是

瑞士权威科研机构研制的生物

制剂。该产品每粒重 0.5克，每天

仅需 1 次，患者服后生物疫苗能

准确无误地靶向作用于病灶，瑞

士大复康含昂贵的司卡（目前国

际上泌尿疾病治疗最尖端成

分）、 磨尼亚脂等高活性生物成

分，全面围剿前列腺体内的各种

致病菌和病毒，并将腺体内毒素

伴随尿液排出体外，使整个前列

腺炎症消失，增生肥大的组织回

缩正常，从此不再因尿频、尿急、

尿分叉、尿不尽、尿滴白而烦恼。

因此“瑞士大复康”就像”导

弹“一样准确———直接靶向作用

于前列腺体；强劲———每天只需

1 次即可，24 小时持续发挥药

效。 因此不管前列腺病情程度如

何，“瑞士大复康”着重承诺：2-4

盒即可康复。

瑞士罗氏制药成功的从法国厚叶蒲公英、

中国中药泽泻中提取出攻克泌尿性疾病良药

[瑞士大复康]，借此国内上市之际，瑞士罗氏制

药特提供出 30000盒药品进行半价优惠救助：:

原价 98 元/盒，现价仅 49 元，一次买 8 盒送 2

盒,一次买 12盒送 8盒，活动时间截止：5 月 3

日（仅限 6天），望大家莫失良机。 另外，“瑞士

大复康”的问世是目前国内终结男女泌尿系疾

病费用更低、疗程更短、效果更快的特效生物

制剂，现向广大患者郑重承诺：服用二盒无效

或不满意者全额回收！ 三疗程未达到满意效果

或停药复发者厂家将免费提供一疗程药物巩

固。 让所有患者作证，用事实说话，说到不如做

到！ （仅限电话订购）； 详情可咨询：0731-

85280758。

特别提醒：瑞士大复康最初研制的成品与

大多数疫苗一样为针剂，然而考虑到推广普及

的需要与患者的使用方便，最终这一成果被瑞

士罗氏制药公司将之转化为口服胶囊剂型，因

胶囊与针剂的区别，最终原本共 3次的针剂改

为十天的口服胶囊，因生物疫苗必须要在合成

冷却过程，所以目前产量有限，还不能大量推

广，购买前最好电话预订。

泌尿疾病不打针，吃药就好

没错，它就是目前广大泌尿

疾病患者广泛使用的泌尿感染口

服疫苗“瑞士大复康”，该产品是

由瑞士罗氏制药三位科学家历时

8年， 耗资 5亿里拉研发的全球

独家治疗泌尿疾病口服疫苗生物

制剂，被（WHO）推荐为治疗泌

尿疾病的一线产品，对治疗前列

腺疾病、非淋感染、尿道炎、下阴

炎症、妇科炎症、湿疣（HPV）、疱

疹（HSV）病毒感染，淋球菌感染

等多种疾病具有以下治疗特点：

几秒钟完成治疗过程：“瑞士

大复康”效力强劲，一天服用一

次，每次仅需 2粒，每天只需要花

几秒钟时间即可，非常方便隐秘！

2-5小时即可见效：“瑞士大

复康”的生物疫苗，使得该产品能

快速穿透血管屏障，2 小时即可

在病灶区域达到药物浓度高峰，

围剿致病菌群，排出潜藏在深层

的毒素，因此当患者在服用“瑞士

大复康”2-5小时后症状改善。

2-4 盒康复：“瑞士大复康”

郑重承诺：不管你是何种泌尿疾

病，病情轻重如何，服用该产品

2-4盒即可杀灭体内菌群， 排完

体内毒素，完成治疗过程。

瑞士大复康最为突出的治

疗效果就是当天就能缓解症状，

尿道感染的患者，服用当天，尿道

口有红肿、 尿道刺痛的现像就会

消失。经 24家甲等医院 5年临床

验证，5800 例康复患者零复发，

治疗更彻底；临床证实：2粒瑞士

大复康的疗效等同于 3瓶针剂，

因此根据不同的病症，需要不同的

用量，例如：妇科患者只需要 10天

左右就能康复， 而患长达 10年前

列腺疾病、湿疣疱疹，也只需 30天

就能康复。

泌尿感染口服疫苗 比传统产品好几倍

用上“口服疫苗”

我省泌尿病人

成先生到东莞出差，寂寞难

耐，一时冲动，让他感染上了生

殖器疱疹，最初只是瘙痒，伴有小

红色丘疹，后来恶化成小水疱，老

觉得受不了，脾气也变坏，在公司

连领导都当面顶撞，回到家，老婆

和孩子成了他的出气筒，工作生

活乱成一锅粥。 后来一位老朋友

向他推荐了瑞士大复康，用了半

个月之后， 红色小疱全消失了，

也不再瘙痒了，于是又用了一个

疗程，半年过去老毛病一直没犯

过，日子也很顺。他深思着说：“不

复发才是硬道理。 瑞士大复康真

是没话说。 ”

无独有偶，35岁的章先生，在

商场摸爬滚打了许多年，生意越做

越大，生活也跟着越来越好。 然而

一向本分厚道的他，在几个好朋友

的引诱下，光临了一家洗头房。

可就在得意不久的 3 个月

后，他就开始感觉下身不大舒服。

一次洗澡时， 他发现自己的下身

附近有米粒般的丘疹， 淡红色、

柔软，刚开始他以为自己患了奇

怪的病， 去医院检查时他傻了

眼，原来患上了尖锐湿疣，虽然

医院用了涂抹、激光、电灼、注射

病毒药物这些治疗方式，可不久

后又复发了。

章先生苦不堪言，后悔不已，

为了不让妻子知道， 他不敢和妻

子同床， 还去收集各式各样的性

病广告，能想到的办法都试遍了。

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章先

生用上了瑞士大复康，1个疗程用

完，丘疹的颜色就褪了，还开始结

痂。 2个月后，丘疹就好了，现在章

先生的尖锐湿疣已经全好了……

李女士对瑞士大复康的疗效

也有切身体会： 我 2年前得了宫

颈炎，白带异常、异味难闻，上班

时， 总是提心吊胆不敢往人多的

地方站，下班了，看见丈夫和孩

子嗅鼻子皱眉头，一颗心更是痛

苦不堪，2年来，吃的洗的擦的药

都用遍了，就是不见好，经朋友

介绍，我试着买了五盒“瑞士大

复康”，吃了三天，脓样白带稀薄

了，异味也明显减轻了，1 个疗程

吃完，味道也全没了，工作劲头

也提上去了，丈夫说我比以前更

光彩照人了。

如果你患有以下病症，均可

使用瑞士大复康。男性：非淋菌性

（病原体）引起的尿道炎、尿频、尿

急、尿不净等急慢性前列腺炎、膀

胱炎、肾盂肾炎、睾丸炎、包皮炎、

龟头炎、 疱疹、 病毒疣等男科疾

病。女性：由病原体、霉菌性、念球

菌等引起的各种阴道炎、盆腔炎、

宫颈炎（糜烂）、子宫内膜炎、附件

炎等各种妇科疾病； 该产品在长

沙东塘星城大药房 （劳动西路

565号）以及本版下方指定药房

有售；市内免费送货。

进口配方瑞士大复康 一次治好泌尿感染

� � � �最近，一种来自瑞士的“口服疫苗”在广大泌尿感

染疾病患者中流行开来。 该“疫苗”，很轻，两粒仅重 1

克，跟几颗米重量差不多。 从内到外的包装都写满英

文字母，每天只需服用一次，一次两粒就行。 据用过的

患者反应：可别小看它份量轻，‘威力’可不小啊！ 十多

年的前列腺疾病没几天排尿就正常畅通了： 非淋感

染、尿道炎、下服炎症、妇科病三五盒就可以停药，湿

疣（PHV）、疱疹（HSV）病毒感染，淋球菌感染，2-3 小

时就可看见从尿液中排出的病菌和毒素，没过几天小

红点、小水疱、分泌物就没有了”，有的患者称它为小

“导弹”，有的夸它为幸福生活的拯救者，更多医学工

作者认为它是医学领域的奇迹和标杆。

□文 \宋霖

因专业专治效果显著、与普通补品一样

安全，中国专家组反复研究后批准绵体白金

上市。 但严格限制———只允许 19-60岁器官

短小和勃起障碍者服用；禁止健康人无限制提

升男性机能。绵体白金唯一生产商华黎士公司

为了深入贯彻苛刻的销售要求，确保每一位患

者 100%有效，日前正式发布“购买需知”：

1、仅对以下症状有效：生殖器官短小、

勃起障碍、力不从心、早泄、性冷淡，持续时

间短、硬度差。 对前列腺炎、尿道感染、阴囊

炎、膀胱炎基本无效。 请不要听信谣言。

2、 购买者请拨打订购电话如实申报联

系电话、地址、年龄、症状等，由专家一对一

制定服用量和周期。

3、专家审核后不符合要求者，一律谢绝

购买。

4、购买之日起 3天内，服用无效一律全

额退货退款。 不得私自转让给其他人服用。

为方便读者更多了解信息，正确选择“专

用专治”男性产品，本报特公开湖南地区的专

家审核专线 0731-85280711，请自行咨询，

上市推广月期间，电话订购有更多优惠！

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强调 批准引进但部分人谢绝购买

国内男科权威、北医大李正

兴教授指出：“南非伟哥” 科学名

称是“绵体白金”。 这是原伟哥研

发专家为了攻克西药的诸多缺

陷，定向开发的新型成果。也是全

球首个专业专治男性障碍的天然

功能食品，深得男科医生信赖。

美国人肖恩 -布拉迪教授

曾经是原伟哥的核心专家。他通

过长期研究地球上公认男性能

力最强的非洲男性的饮食，从他

们经常食用的拟黑多刺蚂蚁中提取出 PDF

活性蛋白肽。 这种蛋白肽在自然界中十分罕

见，能显著促进生殖器海绵体分裂。 所以直

观命名为绵体白金。 由于蛋白肽产自南非，

“南非伟哥”由此蜚声海外。

李教授解释说：绵体白金服用一次持续

时间长达 3 天，并且毫无副作用，仅凭这两

点足以让人血脉贲张。“但科学家真正满意

的是，当海绵体补充足量绵体白金后将显著

增大增粗， 即使永久停服也

照样坚硬勃起。 这意味只需

10盒左右， 器官短小和勃起

障碍将彻底解决。 ”

绵体白金畅销全球，从

来不做广告， 却始终是媒体

关注的焦点。 2007年 12月，

美国著名媒体大篇幅报道绵

体白金：更强更大，男人的终

极梦想。 而消息灵通的中国

男性争相体验，反响强烈：

北京魏总评价：“那地方还能再次发育，

以前总认为是瞎扯淡。 你问现在？ 当天就有

明显反应， 大概吃到 5盒膨胀感很强烈，尤

其是早晚。 我已经可以不用再吃了，因为不

想长得跟非洲兄弟一样。 ”

而武汉粮油进出口公司的蔡总描述得

眉飞色舞：“服用后感觉那里麻麻胀胀的，好

像千万只蚂蚁在爬动。 这种快感甚至传染给

了太太。 至于效果嘛，嘿嘿，谁用谁知道。 ”

强大科研背景 攻克勃起障碍 器官短小 专业专治

北京某著名制药企业老板孙总说：“从

2005 年开始，南非伟哥就在欧美持续热销。

当年我第一个向中国 FDA 申请引进该产

品，却遭近七成评审专家的反对，并提出四

条质疑理由”———

1、 南非伟哥最大卖点是促进男性器官发

育。但也有个致命弱点———增大增粗后无法恢

复。这意味着一旦过量服用，后果可能很严重。

2、事前半小时服用就能快速勃起，解决

时间短、力不从心等问题。 一次服用 3 天有

效。专家担心大多数人能否承受这么快这么

久？引进国内，我国传统补肾将受巨大冲击。

3、 南非伟哥是天然功能食品， 不是西

药——但这极有可能导致很多人滥服滥用、

无限制的提高男性机能。

4、女权协会强烈反对。据台湾卫生署统

计，南非伟哥上市一年后，因男性引起的妇

科疾病激增！

南非蚂蚁进国内？ NO!

南非伟哥

遭七成专家质疑

大复康、定眩丸、绵体白金指定经销地址：

长沙：东塘星城大药房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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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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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伟哥让男人疯狂的时候， 伟哥研发团队却再度推出

“效果更好、功能更全，价格更低”的南非伟哥。

当南非伟哥畅销全球 5年，赢得全世界的认可，赢得了著

名的《华盛顿邮报》的赞誉时，却遭到中国专家的强烈反对。

中国专家在担心什么？ 南非伟哥有何神秘？ 这里为您讲

述其中的台前幕后：

文:/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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