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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于药师“五香”联用

治口臭长春于药师

有绝招， 只需一粒豆大

黑丸， 含 30秒吞下，当

场清新口气，15 日彻底

除口臭， 部分人身体还

会散发淡香。 这

神奇药丸正在

长春口臭患者

中流行。

于鑑衡 ，

国家执业药师，他总结现代人由于思虑过度、着急

上火、过食肥甘，生活不规律等原因，使体内阴阳

失衡，浊气过盛，上逆外溢，就形成口臭或体臭，如

不及时调理，浊气侵淫脏腑，会引发多种疾病。 于

药师根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五香丸，治

口及身臭……常含一丸如大豆，咽汁，日三夜一，

五日口香，十日体香，二七日衣被香（摘自 1999年

版《备急千金要方》198页），结合现代人口臭病因，

以丁香、藿香、零陵香、青木香、甘松香五种天赋异

香之草药，辅以当归、槟榔、豆蔻、白芷、黄连秘炼

成丸，共奏升清降浊之功，“五香”化“五浊”（五浊

即口浊：口腔炎症、溃疡，牙渍臭；胃浊：脾胃伏火，

积食；肠浊：肠燥便秘；肝浊：肝火旺；体浊：体臭），

治口臭百发百中。 每

次含 30秒，用所化津

液漱口吞丸，当场祛

口臭，3 日后口气清

新，胃不胀不酸，口腔

溃 疡 消

失 ，15 日

大 便 通

畅、口臭、

牙渍臭彻

底消失， 对各种原因造成的口干口苦口臭均有疗

效，老人孩子皆可服用。

于药师深知口臭之苦， 遂将该方报请国

家批准生产， 国家批准命名为“于药师五香

丸”。 于药师一生与药为伍，生平所愿即是让

人药到病除，同时出于自信，他承诺，按疗程

购买五香丸，均可获赠 1 盒，服用无效全额退

款！ 患者可拨打 0731-82033306 咨询送货或

到 长 沙 市 星 城 大 药 房 （东 塘 百 幸 鞋 城

旁）、 平和堂药号（五一店 、东塘店）、河西

通程新一佳药号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 、株洲

平和堂药号购买 。

（省内各地市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含30秒吞下去

口苦口臭不见了

云 南 西 双

版纳有位乡村

医生， 人称赤

脚 张 大 仙 ， 有

一偏方治失眠

百 试 百 灵 ， 省

城很多人都慕名去求药。

赤脚张大仙原名张宁禄，当年知青下

乡到西双版纳， 由于生活的巨大变化，他

患上了严重失眠，每晚翻来覆去最多能睡

2、3 个小时，长期失眠，他变的消瘦，抑郁

烦躁。 幸好他家世代行医， 他也略通医

术，就开始自行配药，经过几年专研，终得

一奇方：采当地野生灵芝，用鲜牛奶浸泡，

阴干后与天麻 、松花粉同碾成末 ，每晚

用温牛奶送服 ，仅用 3 天 ，睡眠时间

明显延长，连服一个月 ，轻松入睡 ，一

觉睡足 8 小时，头痛 、抑郁 、记忆力减

退等全部消失。 因此当地人称他为张

大仙 。

为让更多患者受益，赤脚张将此方无

偿 捐 献 给 国

家， 经相关科

研部门研究证

实， 方中“牛

奶与灵芝 ”能

生成一种多肽

氨基酸，能濡养神经，降低大脑皮层兴奋

度，恢复神经自我调节功能，从根本上解

决失眠。

武汉名实生物科技在原方基础上优

化改良，并利用美国生物技术提纯，浓缩

药效，国家将其命名为“怡睡方”，同时获

得国家专利。 多数患者服用当日即可明显

感觉睡眠质量提高，2 疗程告别失眠，极少

反复。

患者可拨打 0731-82033236 咨询送

货，或到长沙市星城大药房（东塘百幸鞋城

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河西

通程新一佳药号、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株

洲平和堂药号购买。

（省内各地市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赤脚医生偏方成专利

专治睡不着

难怪这两天反弹无力———中国人民

银行决定，从2011年5月18日起，上调存

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

百分点。

反弹无力无量就跌吧， 没什么好说

的。一般来讲，短时间内大幅杀跌后如果

反弹很弱，再次杀跌在所难免，其实弱反

弹才正常，既然凶狠杀跌下来，会那么容

易让你解脱吗？

如图所示， 大盘自2661点上升来，5

月6日出现了一个重要低点2834点，由此

构成新的上升趋势线即2661与2834的

连线，在此线上，大盘没什么大问题，但

周四尾盘的大跳水已经将股指略微击破

该趋势线，后市如不能尽快收回，则此线

会成为大盘反弹的重要阻力。 从技术上

判断， 目前A股市场仍处在震荡寻底的

过程中。

有市场人士认为， 目前股指中短期

下降趋势明显，在5日均线重新拐头向上

之前，投资者要控制好仓位，切勿盲目抄

底。 ■记者 邓桂明

■记者 李庆钢 见习记者 雷昕

电力板块在近期纠结的市场行情中

表现突出。周四市场再度出现大幅下跌，

可是电力板块的整体涨幅却位居A股第

一。近期“电荒”之说甚嚣尘上，让电力板

块一枝独秀。

电力板块“水火不容”

尽管电力板块近期普遍走强， 但板

块内部的表现仍然泾渭分明， 如岷江水

电、明星电力、西昌电力等水电股不但大

幅走高，而且均创出近期新高，而类似华

银电力、大唐发电这类火电股，则明显弱

于同侪。

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朱俐表示，近

期出现“电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煤炭涨价，同时煤炭供应紧张。不过他认

为相比受煤炭涨价影响较大的火电股，

“水电股更受益于未来电价的上调，一方

面是水电不受制于当前的煤炭涨价，另

一方面作为清洁能源， 水电的发展更容

易得到政策支持。”

华泰联合陈煜宇也认为， 水电股的

基本面更优于火电股，“这也是为什么水

电股的表现明显强于火电股。”此外他还

指出， 在火电股中也有一些表现较为突

出的品种，如皖能电力等，但并不是其基

本面有何吸引人的地方，“可能有一些不

为认知的资产注入在悄悄发生。”

板块行情难有持续性

由于近来市场行情反复纠结， 甚至

有人认为这是2011年最沉闷的行情，因

而投资者盼望能借助电力板块这样一个

市场亮点带领大盘走出沉闷。

“其实电力股的行情很难有持续

性。”陈煜宇表示，由于电力板块的业绩

弹性不大，“往往只会是市场的阶段性热

点。”他认为，近期电力板块的启动主要

是游资操作下的阶段性反弹，“最近大盘

表现沉闷， 游资在尝试启动多个板块无

果的情况下， 不得不把电力板块拿来炒

作，这本身说明市场兴奋度不够，所以不

能对电力板块寄予厚望。”

对于陈煜宇的观点，朱俐表示认同，

“电力板块现在还是应作为题材股看待，

并未形成一个整体上升趋势。 比如水电

龙头长江电力的表现就远不如那些小盘

电力股，而如果作为一个板块行情，龙头

股居然无所作为，这不太正常。”

“电荒”行情中，水火两重天

又调准备金了，反弹无力就跌吧

2661———2834趋势线被击破

蓝色妖姬： 请帮忙看看600337美

克股份要怎么操作？

李俊杰：呈现多头走势，持有。短

线高手可以做高抛低吸。

漓江燕：600173卧龙地产后市如

何操作？

李俊杰：反弹行情，逢高出局。

who�knows：000637茂化实华后

市如何？

李俊杰：弱势调整中，岀局。

狼游天下：600600青岛啤酒可以

出来了不？

李俊杰：持有，该股正在走上升行

情。

Fs： 请问600131岷江水电目前什

么价位区间买进比较合适？

李俊杰：短线见好就收。

选手支招

互动

三湘财富俱乐部本周日又有讲座

啦！5月15日， 本报将邀请湖南第一代

股评家李布维、 平安证券分析师万平

为投资者解读下一阶段的投资热点。

活动时间：5月15日9:30—12:00。 有意

参与的读者，请致电84326115报名，以

便安排座位。

周日请来听老股民讲课

哀

22只基金成立3年没赚过钱

在成立时间超过三年的基金里，

至少有22只基金成立以来一直亏损，

亏损最多的甚至超过30%， 堪称基金

里的“亏损专业户”。

不得不承认，“王亚伟现象”在股

市中的确存在，周三上市新股电科院

的表现似乎再次说明了这个现象。最

牛基金经理王亚伟执掌的华夏大盘

和华夏策略两只基金，通过网下申购

分别获得23万股，尽管很多人认为王

亚伟此次会“中刀”，然而，神奇的一

幕出现了。电科院以80元开盘，报收

81元， 较发行价上涨5元， 涨幅为

6.58%。 ■记者 邓桂明

“王亚伟现象”令人称奇

叹

股市表情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5月12日)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第六季收益率（%） 总收益率（%） 仓位（%） 持股明细

1 陈悦 -1.7 6.43 -8.8 96 ST波导

2 朱俐 -1.2 6.09 -4.3 100 深物业A�本钢板材

美达股份 山鹰纸业

信雅达

3 曹红海 1.18 4.69 25.2 100 桂东电力 豫能控股

4 李亚平 -1.7 1.12 22.5 100 大连国际 广济药业

万丰奥威

5 李安 2.87 -0.2 -0.2 95 华丽家族 塔牌集团

同期 上证指数 -1.36 -6.8 -0.7

指数 深圳成指 -1.07 -6.9 -2.8

上证综指日K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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