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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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外交部

副部长崔天凯17日凌晨在北京紧急召

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王晓岷，就美

方安排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提出严正

交涉。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也在华盛顿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指出， 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和严正交涉， 执意安排奥巴马总统在白

宫会见达赖，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

国人民感情，损害中方核心利益，损害中

美关系。中方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中方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

民族尊严的决心坚定不移。

中方指出，维护中美关系持续稳定

发展，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我们要

求美方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场，恪守承

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反对“西藏独立”

的承诺，采取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以实

际行动取信于中国政府和人民。

奥巴马白宫见达赖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美关系

中方凌晨向美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美方立即停止纵容和支持“藏独”反华分裂势力

印度警方16日说， 调查人员已获得

“好线索”，可能不久便可画出一名孟买爆

炸案嫌疑人的模拟像。警方同时排除“自

杀袭击”的可能性。

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反恐小

组主管马里亚说，根据目击者描述和爆炸

现场监控录像，警方正在画一名嫌疑人的

模拟像，目前一些技术专家正帮助我们改

善(模糊)图像画质以得到更佳画质，可能

16日晚完成。

英国一家医院至少36瓶盐水注射液

遭人注入胰岛素，3名患者使用这些注射

液后死亡。英国警方和医疗部门正在调查

确切死因并追查作案人。

英国媒体报道，大曼彻斯特地区斯托

克波特镇斯泰平希尔医院一名护士11日

发现，低血糖患者人数异常增多，原因不

明。医院方面12日报警。检测发现，至少36

瓶盐水注射液遭注入胰岛素。胰岛素调节

血糖，用于治疗糖尿病，如果非糖尿病患

者使用， 可能致命。14名使用受污染注射

液的患者中，3人死亡，11人身体不适。

警方不清楚作案人是否为医院职员，

推测作案动机包括心怀不满、恶作剧或打

算帮助身患绝症的患者解除痛苦。一名不

愿公开姓名的警察告诉记者：“从最坏方

面设想，作案人企图蓄意伤害患者。”

■均据新华社

孟买爆炸案

嫌疑人画像将出炉

英一医院注射液遭投“毒”

北约再度狂轰 卡扎菲：绝不离开

利反对派拒绝外国地面部队支援

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16

日在公开讲话中称，他绝不离开利比亚

和人民。

17日凌晨，北约战机对利比亚首都

的黎波里以东约25公里的塔朱拉地区

发动猛烈空袭。

卡扎菲：绝不离开

16日，卡扎菲在首都的黎波里以西

大约50公里的扎维耶面向数千人讲话。

他通过扩音器说：“他们叫我离开。那是

笑话。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祖先的土地或

是为我牺牲的人民。”

“我已经决定为了我的人民牺牲

生命。我将永远不会离开这片祖先为抗

击意大利和英国殖民者抛洒过鲜血的

土地。”卡扎菲说。

北约再度猛烈空袭

卡扎菲讲话后，17日零时左右开

始，密集的北约战机对利比亚首都的黎

波里以东约25公里的塔朱拉地区发动

猛烈空袭。

一个小时内有至少20次猛烈爆炸，

袭击目标主要集中在当地的军事设施。

爆炸现场升起滚滚浓烟，地面防空炮火

不时进行反击。由于空袭不断，救护人

员和车辆无法抵达现场。目前尚不清楚

地面人员和财产的损失情况。

反对派称即将攻入布雷加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发言人库

卡16日在东部城市班加西表示，反对派武

装将在数日内进入石油重镇布雷加。

此外，利比亚反对派军方发言人艾

哈迈德·巴尼16日说， 反对派武装拒绝

任何外国地面部队的介入。他强调，“我

们是利比亚人，我们承担一切为自由而

战所付出的代价，依靠自己战斗而获得

的自由会让我们更加自豪。”

■据新华社

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16日启程

再赴古巴接受治疗，誓言战胜癌症。

启程前，查韦斯说：“这不是死的时候，

而是生的时候。我还会回到伟大的祖国。”

此前， 查韦斯告诉助手和盟友，“我身

体的任何部位都没有检出其他恶性肿瘤”。

一名接近查韦斯医疗组的人士告诉

路透社记者，查韦斯患的是结肠癌。但官

方未予证实。

查韦斯再赴古巴治癌症

昨日， 笔者从长沙博大泌尿专科医院

等多家医院获悉：暑期来临，许多父子一同

来院做包皮手术，仅昨日的门诊，博大医院

就有近10名父子一起走进手术室， 进行包

皮手术。

博大医院王云坤主任表示， 包皮过长

有一定的遗传性， 这是由父母的遗传因素

导致的结果。 我国有五成男性存在着包皮

过长的现象，八成以上存在父子遗传，当然

后天阴茎包皮炎症性粘连不治疗的话也容

易导致包皮过长。

专家表示， 如果是家里父亲存在着包

皮过长的现象， 一定要注意儿子的阴茎发

育情况，如果存在着包皮过长，应该早日采

取措施， 以免对孩子以后的生长发育造成

影响。

据了解，长沙博大医院引进的“欧式包

皮整形术”，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量身设计，

治疗过程无痛苦、不出血，术后无须拆线且

外形美观、恢复快，特别适合青少年儿童。

暑期来临，原价1915.9元的欧式包皮整

形术现凭预约可享受1499元包干， 包括术

前检查、手术费、麻醉费、材料费、三次消炎，

市民可节省近四百多元。

有意向选择欧式包皮整形术的患者，

可直接拨打电话88778877进行详细了解，

也可通过QQ：1271888111，博大医院官网：

www.boda0731.com进行咨询。

包皮过长 八成父子存在遗传现象

经济信息

美国东部时间7月16日，美方无视中方坚决反对，安排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17

日凌晨就此发表谈话指出，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达赖长期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反华分裂活动，其本质是政治流亡

者。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以任何方式会见达赖，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利用达赖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允许达赖窜访美国并安排最高领导人会见，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美国政府一再作出的郑重承

诺。

马朝旭表示，我们要求美方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恶劣影响，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纵容

和支持“藏独”反华分裂势力。

马朝旭：中方反对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会见达赖

声

音

数千利比亚

人 16日举行集

会， 表达对卡扎

菲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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