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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康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了结石，很多人不得不接受切
除胆囊、体外碎石和取石手术，但临床
显示切除胆囊后将近 80%的人会再发
胆总管结石、肝内胆管结石，90%的人
会出现消化系统疾病， 最让患者无法
接受的是再次复发。 最近医学权威杂
志《柳叶刀》的一则报道，让无数结石
患者看到了药物化石， 根治结石的希
望。

在广西梧州一说起石头阿公甬
洪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是我国著
名的壮医传承人，专攻各种结石。无论
是多少年的结石，什么位置的结石，多
大的结石，不手术，不碎石，快则 10 多
天，慢则数十天都能统统化掉。有人统
计， 阿公一生化掉的各种结石加在一
起足有一吨。 很多必须手术取石的患
者，找到石头阿公，只需一杯茶就能轻
松化解，而且罕有复发。 喝茶化结石，
且罕见复发！ 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呢？

石头阿公先从结石的成分解释
道： 无论是何种结石， 其成分基本相
同，均为草酸钙，这种成分本身并不难
被溶解，为什么很多药物无效呢？主要
是因为在结石的表层包裹着一层高密
度的矿物质，极难被溶解。因此要想化
掉结石必须先化掉结石的“壳”。

神奇壮药，溶“壳”化石
疏肝胆，强肾功，杜绝复发！

阿公介绍在广西文山一带有一种
奇特植物，所生之处 10 米以内化石成
沙，将其浸泡熬制，对包裹在结石外的
矿物质“硬壳”有极强的溶解作用，外
形与金钱草相似，被称为金钱草。再配

以 7 味具有溶石化石，疏肝利胆，通淋
强肾的壮药协同发力，对胆、肾、尿路
结石，具有药到病除之效。

经现代科技研究分析，金钱草中含
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多酚生物碱”，它
就像是治疗结石的排头兵， 先将结石
外的硬壳打破， 再将坚硬的结石逐渐
溶解成泥，同时促进胆囊收缩，舒张输
尿管，使胆管和输尿管定向蠕动，这样
被溶解成泥状的结石就会顺利随尿
液、大便排出体外。 结石没有了，肝肾
的代谢能力提高了， 从此再不受结石
之苦。

献奇方，制新药
求国人再无结石之苦！

据报道， 近年已有多国药企巨资
求购阿公奇方， 阿公已将该方无偿上
报国家，让更多国人摆脱结石之苦，国
家特批国药准字 Z45020818， 命名为
“结石通茶”同时责成国家壮医壮药研
发基地， 百年老字号企业梧州制药集
团开发生产。

日前结石通茶已顺利通过协和医
院、上海中医药大学等 12 家权威机构
临床验证，临床显示：服用结石通茶，
30 分钟就能迅速起效，胸痛、腰部绞
痛、隐痛、尿痛可明显缓解，恶心、呕吐
消失。 3 天左右可见尿液中有泥沙状
物质排出， 半个月 10mm 以下的结石
消失，20mm 以上结石小一半，再无不
适症状。服用 2-3 个疗程，体内各种结
石彻底排空，胆、肾生理功能加强，代
谢能力提高，从根本上防止结石复发。

相关链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因
结石通茶化石排石疗效确切， 国家特
授权使用中华牌商标，已在国内上市，
患者可拨打电话 0731-85596103 了
解详情。

结石通茶适用于：多发性结石、胆
结石、肾结石、尿路结石、胆囊炎、肾积
水、肾炎水肿、血尿。 购买时请认准中
华牌商标和中华老字号标识。 我省患
者在上市特惠期间可享受买 8 赠 2
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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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典将冬虫夏草誉为“起死回生”的圣药，能治
百病，返老还童。传统吃法（煲汤、碾粉、泡酒）服用量
大，费用高，大多数患者只能望而却步。

虫破膜 草破壁
冬虫夏草新吃法

提高吸收率 造福国人
我国青藏著名研究单位 -- 西宁康巴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汇聚百位专家学者及养生高人，精心选取
青藏高原 4000米以上的野生冬虫夏草（经测定其药
用价值是一般冬虫夏草的 600 倍）经 7 年潜心研究，
研制出冬虫夏草破壁的新吃法： 即采用世界先进的
超临界碾碎技术，将虫体破膜、子座破壁（如同剥开
核桃坚硬的外壳，吃核桃仁一样），并将其混入菌丝
中，利用负离子超压技术稳定其药用成分后，装进胶
囊里制成冬虫夏草胶囊。这种新吃法吸收率高，药用
功效发挥到最高值，大大降低服用量及服用成本，真
正成了让大多数人都吃得起的冬虫夏草。

康复患者亲身验证
吃冬虫夏草

各种慢性病好得快
护心养脑 血液垃圾的清道夫： 清除血液垃圾，

降血脂、降血压血粘，改善造血机能，营养心肌，恢复
血管弹性，改善循环；保护心脑血管，防治心脑血管
病突发复发。

消除糖尿病并发症：恢复胰岛功能，解决视物模
糊、瘙痒乏力、坏疽等并发症。

肾虚、肾病回春之药：强肾固本阴阳同补，保护
肾小球防止肾纤维化，康复肾炎。

痰咳喘、 老慢支等肺病良方： 一周咳喘减轻；3
个月恢复支气管功能，病痊愈不复发。

各种慢性病的良药：对各种妇科病、失眠、更年
期综合症、肝病、胃病等慢性病有明显疗效。

固本培元： 野生冬虫夏草胶囊含大量超氧化物
歧化酶，能消除自由基，活化细胞，补虚益气，平和阴
阳，抗老回春，增强机体免疫力，是中老年人的最佳
保健用药。

青藏冬虫夏草胶囊补助 3600元
名额有限 即日接受申请

针对看病难、吃药贵等现实情况，青海慈善基金
总会、 藏文化慈善基金分会联合西宁康巴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向全国开展“爱心中国 健康夕阳红”大型
公益活动， 由基金会向每位中老年患者提供每年
3600元用药补助，西宁康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产品支持，并对青藏冬虫夏草胶囊之质量、疗效进行
保障，患者尽可放心领取。

湖南省首批申领名额已确定，请我市患者尽早
报名领取。

若您或家人正在遭受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
糖尿病、肺病肝病等疾病折磨，请拨打电话 0731—
85597513��85597523 报名，补贴领取青藏【冬虫夏
草】胶囊。

补贴名额有限，报名人数众多，望广大患者抓
紧时间报名领取！ 每人最多领取 3 至 6 个月用量。

湖南区补贴领取电话：
0731—8559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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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肺病、肝病、术后体虚、失眠、肿瘤、健忘等疾病患者注意了--

冬虫夏草

优先向中老年人发放每人每年 3600元补贴 即日开始领取

结石通茶、青藏冬虫夏草全省经销地址：平和堂负
一楼药品柜、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药品
柜、侯家塘新一佳药柜、东塘星城大药房、火车站阿
波罗药品柜、东塘平和堂药品柜、河西通程新一佳
药品柜、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火车站仁寿堂药号、
南门口好又多药柜、 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黄
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井湾
子新一佳崇源堂大药房、 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火
星镇楚济堂大药房、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东风路
楚仁堂汽车城店、汽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河西枫
林路楚济堂大药房、马王堆誉湘大药房、马王堆一

品大药房（马王堆陶瓷市场 B栋原农村信用社）、庆
元堂大药房：（华夏新一佳店/晚报大道今朝店/林
科大橙子街店/新星小区店/新建西路店/德雅路
店/人民东路星城世家店）、楚济堂金星店（步步高
金星店负一楼）

长沙县：榔犁九芝堂大药房 星沙：旺鑫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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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书店人民药店、 贺家土健康堂大药
房、 河西炎帝广场人民药店、 株洲平和堂药号、礼
陵：心连心大药房 攸县：和协大药房 茶陵：阳光

大药房 （中天大酒店旁）炎陵： 益康大药房 株州
县：渌口人民药店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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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大药房、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湘阴：江
东大药房 汨罗：济仁堂大药房 华容：益康大药
房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医院旁）、江东
国泰药房 （广东路口湘江宾馆旁）、 千方百剂药房
（和平北路原金鹏超市斜对面） 南岳： 庆一堂药店

（独秀西路 192 号）、百姓缘评价药房（南街 37 号）
衡山：国草堂大药房（县人民中路 42 号花鼓剧院斜
对面下行 100米） 衡东：诚信大药房（鑫东宾馆旁）
祁东：洪诚大药房（横马路车站街 9 号建设银行旁）
耒阳：广济堂大药房(千惠超市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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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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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县：老
药工大药房

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 69 号第一人民医院
前 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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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佳超市康熊药店 橡果国际 涟源:市
政府对面心健药房 冷水江:新天地大药房 新化:
大桥药店 双峰:新华联旁永济堂药房

怀化：东方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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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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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陵：永隆大药房 祁阳：百
益药房（人民医院斜对面） 凤凰园：康唯一药房

吉首；博爱大药房 凤凰县：春意大药房、龙山
县、久知堂大药房 保靖县：医药零售总店

张家界： 御芝堂大药房 慈利： 家和美大药房
（火车站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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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新政策出台

10日晚上6点半左右，常州闹市区一个公交站台处发
生了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两个小伙子以“乞讨”的方
式跪倒在地卖起了房子，甚至还做磕头谢恩状，令现场围
观的市民瞠目结舌。对此，该楼盘售楼处的有关负责人表
示，这是代理公司员工的个人行为，与开发公司无关。

房子难卖，业务员跪地“磕头售房”
事发常州闹市区，开发商称纯属代理公司员工个人行为

11日，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上海根据
公安部规定对外地人员在沪学车进行限
制”一事，公安部交管局表示，公安部并
未发布任何规定限制外地人学车。

上海某媒体报道，根据公安部规定，
将对驾校学车人员实施“限外令”，严格
控制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学员的比例。
该报道称， 上海部分驾校已接到相关通
知，并提高了外地学车人员的学费，部分
涨幅达20%以上。

11日，记者专门就此事致电公安部交
管局。公安部交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已经在网上看到了该报道，认为报道
内容失实。这名工作人员透露，公安部曾
于前些年发过驾校监管规定， 但规定主
要是要求各省市加强对驾校的监管，其
中并未涉及限制外地人学车的内容。近
段时间，公安部也没有出台类似规定。

该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公安部正在
针对此事进行调查询问， 已责成上海市
有关方面对此事进行说明。 ■据新京报

公安部否认要驾校“控外”
已责成上海有关方面进行说明

11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郑州部
分驾校早已施行“控外”，本地学员和外
地学员按10∶1的比例招收，并由此提高
了外地学车人员的学费———外地学车人
员的学费要比本地学员高500元以上。一
名驾校老板说， 外地人来郑州报名学开
车，必须带身份证，还要到派出所开具一
份暂住证(居住证)。按时间算，必须是在
郑州市住满半年以上。 ■据河南商报

郑州部分驾校早已“控外”

11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了解情况。该路段的一名环卫工亲眼目睹
了这件事的全过程，“昨天晚上天刚刚黑，大概6点多吧，过来两个推销房
子的人员，他们在站台前的地上铺了很多传单。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看
起来20多岁，跪在这些传单上。另外一个小伙子，大概有30岁左右，不停
地在大声读着一些东西， 时不时也跪在地上。” 这名环卫工
说，他们一直在地上跪了半个小时左右，后来城管过来把他
们赶走了。

众多网友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
开发商的噱头，并表示这样的噱头没用，降价才是硬道理。

《常州房子卖不掉？ 高成天鹅湖业
务员在常州百货大楼门口跪地磕头售
房》，11日网友“羽毛小东西”发在常州
化龙巷论坛上的帖子引起了一阵不小
的轰动。

帖子称这一幕发生在10日晚上6
点半，“在南大街百货大楼前的公交站
台上，一个年轻男子跪在地上，另一个
年纪稍长的男子拿着一叠广告彩页正
向路人散发，原来是在推销常州某楼盘
在售的商铺。派发传单的男子一会儿向
人群散发传单，一会儿走到跪在地上的
男子身边， 用上级的身份大声训斥，大
致意思就是问‘为啥业绩不好啊，为啥
不好好努力啊’。 随后他又掏出随身携
带的营销本子大声朗读营销要诀，感觉
整个人富有激情。朗读完一段后，这名
男子也俯身跪地，做磕头谢恩状。”

11日下午，记者就此事向该楼盘售楼处进行求证，楼
盘销售处的一名负责人表示，“照片上的人确实是我们
楼盘商铺的销售人员， 但并不是我们公司的人员。我
们的商铺委托一家代理公司进行销售，而这两个人是
代理公司刚招进来的员工。 他们这种行为是个人行
为。” ■据现代快报

【网友】 降价才是硬道理

【回应】 纯属个人行为

连线

两男子“街头跪售”

两男子在常州街头“磕头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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