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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体验推广月
买 2赠 1
活动进行中…

王大爷脚趾关节鸡蛋大的痛风石消失了

近日，神奇治痛风小“秘”丸 --【乌
木甘】，以患者的真实感受为据，以效果
换信任，以品质赢市场，吸引了众多痛风
病患者的广泛关注, 成为街头巷尾热议
的焦点。他们在服用乌木甘后，手脚关节
当天就不痛了，红肿也在慢慢消失，整个
人舒服多了；浑身越来越有劲儿，痛风也
没再无缘无故发作了！

一位王大爷打电话说自己 20几年的痛风治好
了，而且没打吊针、服西药，也没做手术，他想把自
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更多和他一样的痛风病人，笔者
应王大爷邀请来到了他家。

王大爷住在火车站附近，见我们来了高兴得像
过年家人团聚一样，赶紧让进屋里，又是倒水又是
端水果。王大爷是个爱养花的人，家里有百合、吊兰
还有很多我们叫不上名的花， 他说以前腿脚不好，
不能下楼，只能在家养养花，找点乐子。 看得出来，
王大爷平日没少在养花上下功夫。

说起自己的痛风病，王大爷打开了话匣子，“医
院说不手术可能要坏掉骨头， 可是自己一把年纪
了，花那钱遭那罪干啥。上月初，只因为领了一盒乌
木甘，改变了我的状况。 ”

说完，王大爷拿出几张照片让我们看，并说治
疗之前的脚趾关节肿得像馒头， 服用乌木甘一周
后，明显消肿了，不仅能穿鞋，走路也不那么吃力
了。排出来的小便又黄又臭，还带有鱼子粒样东西，
我们清楚这是效果的体现！

王大爷好像早就等我们发问了，“这就是乌木
甘的特别之处，服用当天就止痛，没几天发硬的关
节变软了，浑身有劲，大夫说尿中鱼子样的东西就

是被溶解排出的尿酸盐结晶。 ”
王大爷接着说，“到一个月左右当血尿酸降到

412umol/L时，还敢吃点肉和豆腐。 饮食适当放开
了，免疫力也明显提高，你看就像现在一样，关节不
肿了，也不疼了。前前后后也就一个多月，两只脚溶
掉的痛风石大约能有一斤多。 ”说着王大爷做了几
个踢腿动作，以证明他的老痛风的确是好了。 ……

像王大爷这样有“神奇”体验的患者不在少数；
也是家住火车站附近的杨大爷，患痛风 10多年，在
星城药店领取一盒体验装服用后， 关节红肿消了，
手脚不再疼痛，舒服多了，不仅能穿鞋，走路也不那
么吃力了。 在药房复购 1疗程乌木甘，见人有痛风
的患者就说，我不是厂家找的托，也不是帮厂家做
广告的，这产品效果真的很好，并把服用感受与患
者分享受！

省交通厅的付女士，患痛风 10年，服用一盒体
验装后效果很好当天就不痛了，订购 2个疗程。

还有退休在家的刘老干部，服完一盒体验装后，
脚趾关节葡萄大小肿块消了一大半，再也没疼过，当
即订购 1疗程；有 30年病史的娄底李大叔，试过乌木
甘后就订购了 1疗程，他说，各种药物吃了几年都比
不上这乌木甘，效果真的很快、很好。 ……

老人王启根讲述：自己如何治好 20年老痛风

30 天溶掉一斤“痛风石”

溶酸排石告别痛风，预约报名电话：0731-82662851

神奇小“秘”丸 专克痛风病；当天止痛 7天消肿、30天拔除痛风石———

500痛风体验名额免费发放

小“秘”丸 祛痛风有奇效
只需 3～5天 就能好

【乌木甘木瓜蝮蛇颗粒】 是由上海中医药大
学基础医学院，联合上海金丹堂生物公司，源用
“药王” 孙思邈痛风古方， 精选旅顺口海岛乌梢
蛇、黑眉蝮蛇骨、岭南木瓜、宁夏甘草等“药食同
源”的上品药材，采用目前最先进的现代生物基
因分离技术， 成功研制的能快速溶解尿酸盐结
晶、有效纠正人体嘌呤代谢紊乱、抑制尿酸合成
的痛风新品。

科学发现：【乌木甘】独含有一种神奇的高密
度活性蛋白酶，它是一种整体效应分子团，是中
药浓缩精华，其治疗痛风的过程有效而直接：

1、溶解尿酸盐结晶：乌木甘能大量吞噬掉尿
酸因子，中和尿酸，快速溶解关节处沉积的尿酸
盐结晶（痛风石），将尿酸盐结晶从关节、尿路下
段及皮下组织剥离出来。

2、有效纠正人体嘌呤代谢紊乱：乌木甘能补
充人体尿酸酶，把剥离出来的尿酸层层分解为尿
囊素，随人体代谢排出体外，最后，痛风石一点不

剩，血尿酸趋于稳定，痛风不再痛。
3、能抑制尿酸合成，防反复：在溶酸的过程，

“乌木甘”同时滋补肾脏，调理五脏平衡，修复受
损的细胞和脏器，增强肾脏排酸能力，提高机体
免疫力，抑制尿酸合成，使尿酸稳定在正常水平，
防止痛风伴随的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生理
功能障碍等并发症的发生，从源头上有效防止痛
风再次复发， 特别适合久治不愈的痛风病患者。
它比传统验方配伍更科学、见效更快、疗程更短，
并且完全无副作用，无依赖性，自全国上市以来，
数万名痛风、高尿酸人群共同见证，服用当天就
止痛，3 天溶酸，7天就消肿，30 天即可拔除痛风
石，告别痛风。

反应强烈：
厂家积极回报社会

曾任全国中医工程学会理事、中医诊断教研
室教师等职；出身于八代中医世家，上海中医药
大学教授，乌木甘研发组组长顾家政介绍：我对
乌木甘治痛风非常有信心， 凡是止不住的疼痛，
消不了的肿块，吃乌木甘都能马上见效。 所以金

丹堂公司敢让患者先回家免费试用，再决定是否
购买继续服用。

【乌木甘】自上市以来，短短时间已让我省三
千通风患者告别痛风， 为让更多患者早日体验到
【乌木甘】快治痛风的神奇效果，公司特批 500盒体
验装供患者免费体验，10月 19日至 23日期间（仅
限 5天）每天前 100名痛风患者致电【乌木甘】热线
0731-82662851、82662871可免费获赠价值 99
元的 3天量【乌木甘】。（仅收取长沙市内 25元、外
地 EMS30元配送费）。

同时，为减轻广大患者经济负担，活动期间
购买还可享受：买 4盒送 1盒的优惠活动！

只因偶然的机会试用了一剂神奇的小“秘”丸，患有痛风多年的 54岁唐大爷在短短 1个月的时
间里，葡萄粒大小的肿块竟然消失了，走路健步如飞。 感觉怎么也不像 54岁，倒像 34岁的年轻人。

唐大爷原先脚趾、手关节肿胀、热痛、僵硬，不能穿鞋，上下楼困难，疼痛异常，还时不时半夜就被
痛醒，严重时翻身起居均有困难，多方治疗效果甚微。

在经受了万千痛苦之后，唐大爷终于用上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联合上海金丹堂生物
研制的“乌木甘木瓜蝮蛇颗粒”，服用当天就止痛，一周左右，疼痛肿块消失，走路正常，经过巩固治疗
现已全面康复。 唐大爷说：“不愧是传说中治痛风的神奇小秘丸，真是好效果！ 当天就止痛，7天就消
肿，30天痛风石拔除了，尿酸平稳，做人不说假话，我说的句句是真！ 我和老伴都非常感谢乌木甘！ ”

目前，世界医学界一致认为，痛风反复发
作的主要原因是尿酸盐沉淀无法排除，嘌呤代
谢发生紊乱。 常规治疗药物都不能从根本上纠
正人体嘌呤代谢功能，安全降低血尿酸，因此，
痛风极易反复发作。

如果你追求的仅仅是短暂的止痛，用秋水
仙碱和别嘌醇就可以了。 但此类药物吃药有
效、停药复发，而且对肝肾损伤极大。 若你想告
别痛风，【乌木甘】可以让你满意。 这强大的信
心源自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最前沿
的科研技术。

【乌木甘】属“药食同源”纯中药复方制剂，
安全高效，对肾脏没有危害，它比传统中药要
快，又比西药安全，完全可以放心服用。 它能快
速消肿止痛，能有效将痛风形成的尿酸盐结晶
从关节、尿路下段及皮下组织剥离出来，并溶
解成水、二氧化碳和可溶解性钠盐（尿囊素），
随人体代谢排出体外，恢复人体正常的嘌呤代
谢功能，同时滋补肾脏，促进尿酸排泄，提高机
体的免疫机能，防止痛风复发！

国内医院治疗痛风忽略了激素药对人的
伤害，科技发展到今天，患者不用去医院打针
吃药就能治好痛风；痛风，痛风石，痛风结节，
痛风性关节炎， 高尿酸症及其引起的关节肿
胀，麻木僵直，屈伸不利等症……服用【乌木
甘】， 只需 3～5天 就能好转，30 天溶酸排石，
告别痛风。

【乌木甘】
配方挖掘于药
王孙思邈名著
《千金方》，严格
按药品的标准
生产， 在国家
GMP 认证的药
厂生产，经上海
权威检测部门多次检测不含任何西药成分，纯
中药制剂绿色安全，不会对肾脏造成伤害； 服
用【乌木甘】当天，关节疼痛就有所减轻，晚上能轻
松睡觉；3天就疼痛消失，一周后，关节红肿逐渐
消失，痛风石逐渐软化，不仅能穿鞋，走路不再吃
力，关节基本活动自如，15天：肾脏排泄功能逐渐
恢复、增强；30天：嘌呤代谢功能全面纠正，尿酸
盐沉淀及痛风结石全面清除，血尿酸指标恢复正
常，可适量进食海鲜、动物内脏等食物，不易复发。

今起治痛风
不再花“冤枉钱”

名
医
指
导

痛风患者来电就送……

古方今用：止痛消肿快、不反复
权威验证，绿色安全

敢免费送的治痛风纯中药
有效才是硬道理

没有请明星代言，
却得到了老百姓的好
评，没有捏造神乎其神
的噱头，唯以中医理论
为据溶酸排石，却让患
者亲眼者见了当天止
痛，7 天消肿， 从不号
称包治百病，却让痛不
欲生的痛风患者喜上
眉梢……

为自己或亲人治病，我省上千人选择了乌木
甘，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乌木甘讲
诚信，实事求是--有效才是硬道理！

专家点评：目前，世界医学界一致认为，痛风
反复发作的主要原因是尿酸盐沉淀无法排除，嘌
呤代谢发生紊乱。 常规治疗药物都不能从根本上
纠正人体嘌呤代谢功能，安全降低血尿酸，因此，

痛风极易反复发作。
许多产品宣传能快速降

酸，其实，突然降低尿酸反而
会加重你的疼痛，这就是为什
么别嘌醇不能在发作期服用
一样，事实上，但此类药物吃
药有效、停药复发，而且对肝
肾损伤极大。 另外，突然变化
的尿酸水平，即使在尿酸水平
下降，也可能引发的突然大发

作。 因为尿酸的突然降低，使关节内微小痛风石
的表面溶解，释放成不溶性的针状结晶，增加关
节损害。 乌木甘遵循中医“循序渐进”，通过溶解
关节处沉积的尿酸盐结晶， 随人体代谢排出体
外，纠正人体嘌呤代谢紊乱，增强肾脏排酸能力，
抑制尿酸合成， 慢慢使尿酸稳定在正常水平，做
到痛风石自然消失！

“乌木甘”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联合上海金丹堂生物公司研发

［乌木甘咨询订购热线］

0731-82662851
全国免费咨询：400-188-5066 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不是美国“伟哥”，因为它不是西药，只是来自神
秘南非的一种特殊食品;被尊称为“南非伟哥”的绵体
白金，因为它解决勃起障碍比伟哥更快，还能促进器
官再次发育;全球销量与伟哥不相上下，却长期被中
国拒之门外，曾经有中国专家放言———绝不能进入中
国的东西。

为什么对南非伟哥的审查难度超过了当年的伟
哥？专家们到底在顾虑什么？原来，当年中国专家们明
确提出了四点反对引进的理由：

1、 起效速度太快。 南非伟哥事前半小时服用就
能坚硬勃起，解决时间短、力不从心等问题。 但是中
国人身体能否承受这么快这么久？ 一旦冲击国内市
场，传统补肾产品和企业如何生存？

2、 南非伟哥风靡世界的最大优点是显著促进器
官再次发育。但是有一个致命弱点———增大增粗后即
使停用也无法恢复。 这意味着一旦过量服用，后果可
能很严重。

3、 南非伟哥是纯天然食
品，不是西药，效果快没有副
作用———但有可能让人误解
是速效壮阳食品，滥服滥用、
无限制增强男性机能。

4、 部分欧洲人权专家曾
经指责： 非洲男性超强生理
机能完全得益于南非伟哥，
也助长了很多国家一夫多妻
制度，与中国传统严重冲突。

合法绵体白金被拒之门外，“私货” 却在广东、福
建逐渐形成黑市交易市场，假冒伪劣泛滥，引起有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

迫于内外形势的要求，2008年召开的第 11次专
家评审会终于决定：独家授权全球知名营养品生产商
华黎士公司在中国生产销售绵体白金。 但只允许 19
至 60岁勃起障碍和器官短小者服用； 禁止健康人无
限制提高男性机能；心脏病患者禁止服用。

国内男科权威、北医大李正兴主任指出：南非
伟哥医学名称为“绵体白金”，这是原伟哥研发专
家为了攻克药物伟哥的致命缺点， 定向开发的最
新成果。 也是全球首个“专业专治”天然功能食品，
其主要成分是从南非拟黑多刺蚂蚁中提取出 PDF
活性蛋白肽。 深得各国男科专家的鼎力推荐。

李主任解释，绵体白金服用一次持续时间长达 3
天，并且毫无副作用，仅凭这两点就足以让人血脉贲
张。“但科学家们真正满意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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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样快速
坚硬勃起。 这意味着只需 6盒，器官短小和勃起障碍
将有望得到解决。 ”
厂家申明：无效退货

为了深入贯彻相关主管部门的严格要求，确保每
一位患者 100%有效， 绵体白金生产商华黎士公司现
正式公开湖南地区订购服务专线 0731-85280711，
请自行咨询，推广期间，电话订购有更多优惠！ （厂家
承诺：自购买之日起 3天内，服用无效全额退货退款。 ）

南非伟哥———
绝不能进入中国
的东西

湿疣疱疹这样治
好得快不复发
激光、液氮冷冻或腐蚀等治疗尖锐湿疣、疱疹，无

法完全防止其复发。 最近，由西班牙凯他利丝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专业治疗疱疹、 尖锐湿疣的产品
“GLIZIGEN喷雾剂”（中文译名：蓝波），已获卫生部
批准进入中国。其核心成份是植物甘草提取的一种特
殊成份RVT，利用高速离子对撞技术，生成的新分子
结构化合物；把它喷涂于患处及周围，能强力渗入皮
下，高强度、大面积、高深度的对尖锐湿疣、疱疹病毒
进行杀灭，防止死灰复燃。

“蓝波 ” 喷雾剂是目前国内批准的专治尖锐湿
疣、疱疹的唯一进口产品；在治疗尖锐湿疣、生殖器疱
疹、复杂龟头炎、非特异性阴道炎、扁平疣等方面与国
内药物相比主要具有治疗迅速、无痛、彻底、安全等优
势，只需轻轻一喷，2分钟内杀灭有害病毒；对皮肤和
呼吸道粘膜无任何刺激与毒副作用， 不产生溃疡，手
术后使用能杀灭剩余有害菌！ 经美国 FDA六年 2千
例跟踪几乎无一复发， 凭借高端品质和完美功效，现
已成为针对泌尿感染名符其实的一线产品。

疱疹湿疣回家治只需一喷悄悄好
100%进口安全有效、不复发

蓝波是国际上治疗尖锐湿疣、疱疹及粘膜、皮肤
感染的特效产品： 囊括欧洲 12 国 43 项国际专利，拥
有 83 个国家，340 万康复者验证口碑。 ；已通过欧洲
EOD无激素检测中心、美国 FDA活体检测 100%无激
素。 全球首个实现治疗（HPV）30 分钟快速见效、愈合
无复发的非口服类喷剂。

为帮助患者早日康复，西班牙凯他利丝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决定：蓝波在中国上市推广月期间实行买 2
送 1 的优惠政策 （截止 10 月 23
日，仅限 5天）。 有需要的患者朋友
可拨打 0731-82662203体验一下
西班牙原装进口“蓝波”，你会在不
知不觉中发现病毒被彻底清除；市
内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活动时间：10月 19日-23日（仅限 5天）
本版产品指定经销：
长沙：东塘星城（养天和）大药房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
五一路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
南门口大药房（原好又多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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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步步高楚济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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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大药房
浏阳：仁济药店（北正中路 43号）
株洲：贺嘉土健康堂大药房（建设路浩

天宾馆斜对面） 平和堂药号
人民药店中心店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
面） 鑫任康药店（长途汽车站旁）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院旁）
江东国泰药号（湘江宾馆旁）

岳阳：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步行街你好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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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华大药房（桥南汽车总站）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市财政局旁）

涟源心健大药房
（光明山市政府对面）

新一佳超市康熊药柜
郴州：同德堂大药房

（人民西路店、燕泉广场店）
永州：五洲大药房
吉首：博爱大药房
邵阳：时珍大药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