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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快讯：国家“十二五”重点攻关项目，
由我国前列腺病研究中心与美国伯克利大学
医学实验室合作， 目前唯一利用电子脉冲微
波工程技术研制的前列腺新产品 -【美国前
列腺康复仪】近日临床获得成功，据悉，【美国
前列康复腺仪】在美国进行了 25万人的大规
模临床试验。 为了验证美国前列腺康复仪针
对各种前列腺疾病的确切疗效， 厂家特拿出
1000万元产品， 免费向全国万名前列腺患者
进行发放，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前列腺患
者的亲身验证， 来反馈美国前列腺康复仪真
实疗效。

目前，免费发放活动已来到湖南，马上拨
打 0731-85280779报名，或到厂家在湖南指
定发放药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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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平和堂大药房、河西通城新一佳药品柜、
东塘平和堂、南门口大药房、星沙：旺鑫大药
房、望城：工农大药房、宁乡：开发药号、浏阳：
仁济药店、株洲：贺嘉土健康堂大药房、常德：
战备桥大药房、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岳阳：土
桥友谊医药商场、衡阳：民生堂中心店、江东
国泰药号登记， 均可免费获赠 1 台价值 898
的美国前列腺仪器一台。

据用过美国前列腺仪器的患者反馈：当
天，小腹有温热舒胀感，丹田处起初胀满，直
达会阴部，胀痛减轻，尿频减轻；10天，前列腺
得到疏通，膀胱压力减轻，会阴肛门处胀满感
消失，排尿变得更加顺畅，晨勃现象出现；20
天左右，排尿量增加，尿液混浊，炎症减轻，男
性生理反应更加敏感；40天左右，症状持续减
轻，疗效得到巩固，排毒更加彻底，前列腺得
到修养，组织细胞自我修复加快，增生肥大组
织回缩， 尿路更加通畅； 再持续使用 20－40
天，非生理退行性症状患者可彻底康复，彻底
恢复甚至提高前列腺及男性正常功能。

由于此次免费发放疗效验证活动数量有
限，时间较短，还望广大前列腺患者抓紧时间
领取，赠完为止，绝不多赠；谢谢您的合作！

适合免费领取人群：前列腺炎、前列腺增
生、前列腺肥大及其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
排尿困难、滴尿、尿等待、尿不尽、夜尿多、尿分
叉、尿线细、尿无力、尿失禁、尿道口滴白、阴囊
湿冷、会阴小腹坠涨、肛门坠胀、尿道痒痛以及
阳痿、早泄等均可电话报名，免费获赠价值 898
的美国前列腺仪器一台。

绝对真实， 绝对可靠！ 打进电话 0731-
85280779如与承诺不符，愿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前列腺导入液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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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免费送的治痛风纯中药
有效才是硬道理
免费领取预约热线：400-188-5066（免费）、0731-82662851
神奇小“秘”丸 专克痛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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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起治痛风不再花“冤枉钱”

科技发展到今天，患者不用去
医院打针吃药就能治好痛风。【乌
木甘】自上市以来，短短时间已让

我省许多通风患者告别痛风，为让
更多患者早日体验到【乌木甘】快治
痛风的神奇效果， 公司特供 500盒
体验装供患者免费体验，11 月 23
日至 27日期间（仅限 5天），每天前
100名痛风患者致电【乌木甘】热线
400 -188 -5066、0731 -8266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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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电话订购还可享受：买
4盒送 1盒的优惠活动！

治痛风一定要选对药

我的痛风咋好得这么快？
肿消了不疼了，能穿鞋了；拐杖扔了，手脚利索了；痛风石没了，尿酸平稳了！

吴凯民，77岁，百年高校校友会副秘书长
吴老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

是：“感谢！ 太感谢你们这个乌木甘
了！ ”未等我们坐下，便一边倒水一
边打开话匣子！“真神了，服用乌木
甘，我的痛风咋好得这么快？ ”

吴老得痛风好多年了， 右手、
左脚趾关节都长有鸡蛋大小的肿
块，鞋子穿不了，手握不住笔。 自去
年 11月开始，就经常性地疼痛。 用
他的话说， 那种痛是说不出地痛，

特难受！ 而每一次疼得历害就是到
医院注射倍他米松， 开点西乐葆和
别嘌醇片，当时能管点用，几天后疼
痛的就更加历害， 而且是一次比一
次历害，后来发展到双手双脚都痛！
吴老还特地把当时， 在医院检查的
报告给我们看，尿酸是 617umol/l。

今年 6 月份，一次就餐时吴老
喝了碑酒和吃了虾， 当天痛风发作
最痛苦， 右手大拇指关节的肿块像
吹汽球一样变大了，而且程透明状，
两手伸不直，拿不了筷子，吃饭都成
问题，更惨的是走路要柱拐棍，下楼
都要人背下去！精神状态极差，家人
和单位的同事们看着都流眼泪！

……；
8月初， 吴老在报上看到乌木

甘是由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联
合上海金丹堂生物公司研发的，所
以才决定试试看，就买了一疗程！

“一开始家人还怀疑！ 可几天
后全家人都特高兴！”吴老笑着对我
们说， 这意思是告诉我们他选对了
药。

原来，吴老服用乌木甘当天人
就轻松多了，不疼了，大概 6天的样
子，手和脚的肿块都消了，手能伸值
了。慢慢地痛风石没有了，走起路来
都健步如飞，饭量大了，睡觉香了，
精神更好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尿酸

降到 460umol/l。
“我每次到外地去开会，别人都

说我好得太快了， 每次我都和他们
说是乌木甘治好了我的病， 后来我
干脆把报纸带身上， 别人问我是怎
么好的， 我就给他们看乌木甘的介
绍！”吴老高兴地说：“有时赶公交车
我都是跑的，恢复得象这样，我认为
是最好的，跟没生病一样，你看到现
在两个多月了，一次都没犯过。 ”

离开的时候，吴老告诉我们说：
“我的情况， 你们事实求是的写，我
也真诚推荐痛风病友用乌木甘试试
……到时候千万别后悔没用上乌
木甘这么好的药！ ”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陈橙

长沙芙蓉区马王堆路市民秦女士11
月22日来电：我经常在家附近的人人乐超
市购物，不想这一个月内竟然遭遇两次购
物车“险情”，推着购物车下自动扶梯时，购
物车却失控直往前冲，所幸被人发现拦下，
没有伤及他人。

两次遇到“问题购物车”
因为人人乐超市离家近，秦女士经常

在那里采购。
11月21日晚， 秦女士和丈夫带着一

岁多的儿子在超市购物。来超市自动扶梯
下楼时，秦女士和儿子走在前面，丈夫推
着购物车在后面跟着。秦女士的丈夫拿起

购物车里一样东西看生产日期， 手从购
物车推手上松开， 购物车就冲了出去。
前面电梯上除了秦女士和儿子， 还有好
几名顾客。

这时，秦女士回头看到了，她一手抱着
孩子， 一手拦住了， 身体受到冲击险些摔
倒。秦女士拦车的手破了皮，手腕肿了。

秦女士很气愤，这不是她第一次遇到
这个问题。早在一个月前，秦女士带着儿
子逛超市，将儿子放在购物车儿童坐板上，
购物车载着她儿子在自动扶梯上冲了下
去。“当时我疯了一样冲上去才把车停下
来，要不孩子还不知道会怎样。”秦女士说。

店方回应马上检查购物车
22日中午，记者来到人人乐超市，以

顾客身份试推了三辆购物车。 其中两辆
购物车在自动扶梯上滑了下去， 速度较
快。

人人乐超市店长刘某介绍， 从今天清
早开始已经对所有购物车进行检查， 把每
一台车在自动扶梯上试一下， 但购物车太
多，不可能一次全部检查到。该超市购物车
已使用将近两年， 使用过程中由于磨损、
螺丝松动、卡到异物等情况，可能造成购
物车出现异常，比如过于灵活，或者推不
动。一般的小问题，该超市负责购物车维
修的工程部能解决，如果遇到不能解决的
问题，将通过购物车厂家保修。刘某透露，
正常情况下，购物车每个月月底由专业人
员彻底检修一次，及时发现问题，有问题
的购物车将集中处理。

购物车刹不住险些撞人
店方：可能是磨损、螺丝松动、卡到异物，马上检修

从衡阳来长沙的王刚在路边看到售车广告，
约好了看车，对方却没现身，反而跟他“保持通
话”半个多小时。王刚什么证件也没看，就往对方
账户打了八千元，醒悟过来要求对方退钱时，对方
却叫嚣：“我是骗子，有本事你叫警察来抓我啊!”

王刚是衡阳人，已来长沙数月，在黄兴路附
近开了一家废品店，想买一台面包车送货。 11月
19日晚，王刚在路边看到数张张贴的售车广告：
二手面包车，有证，可随时看车。王刚和对方约好
了第二天下午在树木岭立交桥下看车。

王刚按约定的时间赶到， 拨打对方电话，对
方称正在楼上送货结账，车子停在楼下，要王刚
自己去看车，并详细地介绍了车辆的情况。

“他说车子有些小毛病，前灯有点破损，驾驶
座位有点问题，车门滑动时会有点卡等等，这些
情况确实都存在， 我就觉得这是个很可靠的人，
至少很诚实。”王刚说。在检查这些问题时，他们

一直在通话中。
虽然车子有点小问题， 但王刚对车很满意，

当对方说到还有人要看车， 要他尽快决定时，王
刚急了。

“我跟他说想打个电话给朋友问下， 他不肯
挂电话，还说男人要干脆一点，不到一万块的事
情还这么婆婆妈妈。”王刚说。

对方报给了王刚一个建设银行的账户，王刚
排队在建行打钱，期间电话一直没有断，等他从
银行柜台离开， 双方说好两人在停车的地方碰
头，就挂断了电话。哪知等他赶到，发现面包车早
没了踪影。

目前，王刚已经向圭塘派出所报案。民警提
醒，购买二手车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同时弄清
车辆来历。不要轻信低价销售的说法，购车前需
查看车辆相关证件，并在车管所过户。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陈橙

“保持通话”设骗局 骗走买主八千元

长沙市马王堆路人人乐超市， 购物车非常
“灵活”，顾客得注意安全。 记者 武席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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