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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刀、不复发，尿频、尿急、
尿痛、尿不尽、尿滴白、尿滴沥、男
性功能障碍、急慢性尿道炎、膀胱
炎、血精、头昏、耳鸣等一吃就好
……创造这一奇迹的是前列腺绝
秘配方林碧莎【前列安通胶囊】，
曾创造上市 3个月就挽救 12.5万
名男性“生命腺”的奇迹。

据权威专家介绍： 这一前列
圣方疗效如此显著只因为一种药
物完全具备了攻克前列腺疾病的
两个核心条件：

第一，打破了前列腺疾病难
以治愈的神话， 同时还揭穿了前
列腺脂质包膜是药物屏障的医学
谎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脂质包
膜对前列腺有着特殊的保护作

用， 穿透包膜恰恰破坏了这道天
然免疫屏障， 为细菌大开方便之
门。 林碧莎【前列安通胶囊】是通
过血液循环，经细胞离子通道，将
药物因子直接进入腺体内部发挥
作用， 同时强化前列腺脂质包膜
的免疫屏障，有效防止复发。

第二，林碧莎前列安通胶囊是
根 据 民 国 初 期 名 医 廖 一 弘
（1873-1959）的“固精导浊方”化裁
创新而成，融合了黄柏、赤芍、丹参、
桃仁、泽兰、乌药、王不留行等名贵
药材。 这一经典药方源出于医圣的
《伤寒杂病论》，并综合了《太平惠民
和剂局方》 等多种古人治“浊”、
“淋”、和“癃闭”的宝贵经验，充分体
现了中医下病上取， 通补结合的整
体治疗特点。全方用药精当，小巧精
悍、力锐而专，调五脏、理三焦、通补
结合，通过对人体的肝、肾、气、血、
精、津、液的调养与防治达到中医的
临床辨证施治， 解决了生殖系统免
疫低下、细菌毒素淤积、下焦湿热受
损这些根源问题， 从而达到治愈前
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目的。

男人那点事轻松搞定
一般服用当天，即能感觉尿频、

尿急、尿痛、会阴坠胀等症状有所改
善；服用 7~10天： 尿频、 尿急、尿
痛、尿等待等症状基本消失，增生开
始腺体缩小， 夜尿减少；服用 1~2
个疗程：尿液清亮，排尿有力，临床
症状完全消失，男性功能开始恢复。
服用 3~4个疗程： 生殖系统免疫功
能全面恢复， 前列腺疾病临床症状
完全消失，男性功能完全恢复，复发
隐患消除。

医圣经典奇方□上清下补□三焦同调□独家独方□治不过月

⊙尿的越近 寿命
越短。治疗不当使
70%以上的慢性前
列腺患者最终会
演变 为 肾 盂 积

水、肾衰、尿毒症或癌变。
⊙前列腺切了也是白切

前列腺即使手术切除， 尿频、
尿急、尿不尽等症状仍将存在。
⊙前列腺是男人的专用警报器

前列腺虽小， 却反映了男人

整体内环境的状态， 患者不只是
排尿痛苦，还伴有腰痛、头昏、耳
鸣、 记忆力下降和性功能减退等
症状， 因此治疗前列腺病必须从
清湿热、补三焦、调五脏入手。
⊙选对中医 就可以治本

中医对男性疾病有着两千多年
的丰富经验，古时医家对此类症状称
之为“精浊”、“劳淋”和“白浊”，并有相
应的治疗方案，经过不断改进、完善，
做到了除根不反复。

⊙延误一年，早老 5岁
前列腺疾病的中医病理基础

是生殖系统虚弱、下焦湿热受损，
造成下焦的肾脏、前列腺、膀胱的
主水气化控制功能失调， 从而导
致发炎、增生，如果反复难治，在中
末期会演化为阴阳两虚、 气血衰
败，引起全身症状和不适。

由此可见，前列腺病的治疗一定要
快，在发病早中期采取科学、有效的治疗
方式是前列腺患者最实在的选择。

关于前列腺 男人一定要知道的 个事实5

我国前列腺治疗取得重大突破

●国家中药 20年重点保
护产品●荣获 39项国家
国际专利产品●国家十二
五期间重大医药科技攻关
项目●《中国外科学》中经
典教学处方药品●国家
消费者协会 315 满意度
最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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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销售地址：
●长沙：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劳动西路大华宾馆对
面）
王府井楚济堂大药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
康寿大药房（汽车西站肯德基往南 200米）
火车站阿波罗广场药柜北门通道
新农合大药房（天心区书院南路 670号长）
楚济堂老火车南站店（天心区书院南路天路超市旁）
惠恩堂大药房高桥店（高桥大市场南大门对面）
惠恩堂大药房湘江世纪城店（江湾路星江苑）
庆元堂大药房华夏开福店（新河大市场斜对面）
庆元堂大药房橙子街店（林科大步步高超市旁）
庆元堂大药房晚报大道店（晚报大道 114号）
庆元堂大药房新星小区店（新星小区圭塘路 115号）
庆元堂大药房德雅路店（德雅村盛旺超市斜对面）
庆元堂大药房星城世家店（星城世家 106号门面）
庆元堂大药房恒盛世家店（恒盛世家正门右边）
庆元堂大药房雨花亭店（新建西路 21号）

庆元堂大药房高桥上河店（广州服饰城东门左侧）
星沙：凉塘路旺鑫大药房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电力局对面）
宁乡：神洲大药房（农贸市场对面）
浏阳：钰华堂大药房（北正中路中医院下行100米）
●株洲：健康堂大药房（贺家土家润多超市往北区斜
对面）
醴陵：春天大药房（火车站对面来龙门超市旁）
茶陵：得康大药房（摩托车大市场）
●湘潭：常青药号（汽车西站候车室旁）
常青药店宝塔路步步高对面（河东大道福信大厦
1-2号门面）
贵福康药号（市一中对面）
福寿昌医药堂（建设南路华凯华宇大酒店南侧）
易俗河：仁康大药房
湘乡：神龙大药房（北正街朝阳学校对面）
●衡阳：附二对面古汉大药房
古汉大药房湘江店

衡东：百姓健康大药房（劳动局门面）
衡南县：二七大药房
衡山：人民东路众一堂大药房
耒阳：济生大药房（人民医院对面）
祁东：洪城大药房（横马路建行旁）
●娄底：众一大药房九亿店
涟源：康尔安大药房（五马心连心对面）
冷水江：新华佗医药超市（一号岗亭美格林超市对面）
新化：南门药店（南门湾）
双峰：永济堂大药房（书院路新华联超市旁）
●岳阳：为民医药超市（九龙商厦对面）
湘阴县：百信大药房 汩罗县：心正大药房
平江：华生大药房西街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陵阁广场西侧）
战备桥大药房
汉寿：福春堂大药房
澧县：好心人大药房(步步高超市二楼）
石门：步行街大药房

安乡：麒麟堂大药房
临澧：安济堂大药房
桃源：正康大药房各分店
津市：丰彩超市恒源堂大药店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桃花仑市水利局对面）
桃江：康泰大药房
沅江：家润福大药房东区店（步步高超市旁）
安化：益汉大药房各大连锁
●邵阳：时珍大药房(中心医院斜对面)
邵东：中西药店（解放路 20 号）
武冈：南门口中心大药房
城步：百姓大药房（儒林绿化广场）
隆回：敬和药店（汽车南站旁边）
绥宁：长安大药房
●永州：市委对面康源大药房
芝山：永宏大药房
祁民：尔康大药房（县人民医院左侧）
蓝山：永康大药房（人民医院对面）

宁远：仁德大药房
江华：神农大药房（工商局旁）
江永：时珍大药房（香穗大酒店旁）
新田：国雄药店（汽车站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前50米）
永兴：仁济药店（南大桥头丽江新城 4号门面）
资兴：步行街大药房（新区步行街）
宜章：昌耀药房
●怀化：百信大药房（河西明珠大酒店对面）
新晃：宏明大药房（中医院对面）
靖州：梅林路国药店（湘里人家旁）
洪江市：天地人和大药房(小南京商场旁)
●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老十字街）
桑植：长征路大药房（朱家台原烟草公司）
慈利：万众大药房、家和美大药房
●吉首：博爱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24小时免费咨询热线：400-086-1766

本报12月1日讯 本是出于好
心免费搭载他人回家，不料驾车途
中发生车祸，司机和免费搭乘的爷
孙俩都受了伤。近日，常德市鼎城区
法院审理了此案， 乐于助人的司机
徐某被判赔偿吴某爷孙俩的损失。

今年4月8日下午，徐某驾驶一
辆农用运输车，从常德市区丹阳路
车站回鼎城区周家店镇。出站口时
碰见熟人吴某爷孙俩，于是徐某载
吴某爷孙俩一同回周家店。因徐某
酒后驾车，当行至石公桥路段车辆
在转弯时，农用车冲到了路坎下边，
徐某及吴某爷孙俩三人受伤。其中，
吴某构成九级伤残，吴某爷孙俩先
后在多家医院进行治疗，用去医药
费近3万余元，经认定，徐某负事故
的全部责任。为讨要医药费及其他
损失， 吴某爷孙俩于7月向法院提
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徐某酒后驾
车造成事故，导致吴某爷孙俩受伤。
虽然徐某未收取费用，但当吴某爷
孙俩上车后，即负有将其安全送至
目的地的义务，因此，徐某应承担
吴某爷孙俩的损失。同时，吴某接受
徐某之邀请上车，明知徐某酒后驾
车却没有阻止，自身的安全意识亦
不够强，应负部分责任，故此，法院
最终依法作出判决，原告吴某爷孙
俩的损失共41532.23元， 由被告徐
某负担33225.78元，其余损失自负。
■见习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贾建林

本报12月1日讯 “最开始的手术是
为了保命，后来就是功能和美容方面了。”
今日上午， 解放军163医院整形美容中心
主任唐家训介绍， 阳鹏已经做了15次手
术，还需做3—4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有
望明年四五月份出院。

2010年7月21日， 歹徒在一辆由长沙
黄花机场向市区驶去的大巴车上纵火，危
急时刻，车上的海军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
队岸勤部管理科管理员阳鹏挺身而出，救
助同车40多名乘客脱险，自己全身烧伤面
积达到90%， 重度烧伤80%。2011年2月，
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党委为阳鹏记二等功；
2011年7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阳鹏“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1年11月，
海军党委作出向阳鹏同志学习的决定（详
见本报11月28日A09版报道）。

“想死不能死，肩上有责任！”
汨罗伢子阳鹏从小就有英雄梦，2007

年，阳鹏从海军工程大学毕业，在岸勤部
任职之前，一直在“遵义”舰上担任副雷声
长。

舰艇出海常会遇到恶劣海况，一次训
练，遇上10级大风，狂风掀起的巨浪盖过
了驾驶室，阳鹏是值更官，他将塑料袋挂
在耳朵上一边吐一边坚守岗位。有人问他
感觉怎么样？他说：“想死不能死，肩上有
责任。”

战友们念叨更多的还是他的平易善
良。和阳鹏住一个房间的岸勤部公务员陈
日浩忘不了， 有一次他打球把脚崴了，阳
鹏赶忙去医院帮他拿来云南白药，还一连
替他打了7天饭，衣服也帮着洗。

阳鹏平日非常节俭， 他的便装很少，
直板诺基亚手机用得漆皮斑驳也舍不得
换。然而，得知战友小张的母亲生病后，他

悄悄往战友家寄了3000元钱，那时他一月
的工资才2000多元。

在机场大巴纵火事件中，阳鹏再次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当代军人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

右手功能可恢复90%
入院时，阳鹏的双手烧伤情况十分严

重，要保住他的双手，就必须做腹部皮瓣
包埋手术，但是对阳鹏这种特重烧伤病人
来说，如果进行皮瓣手术，可能危及生命。
待阳鹏病情稍稍稳定后，唐家训为他实施
了手切痂手术。术后阳鹏的右手包埋于下
腹部相对正常的皮肤下，右上肘和腹部被
捆绑在了一起。3周后阳鹏的右手和腹部

成功分离，右手的肌腱和关节保住了，避免了
残疾。

“前面做了15次手术，后面的手术至少还
得做3-4次。”唐家训称，后面的手术主要是功
能恢复和美观。由于阳鹏全身的疤痕增生、挛
缩十分明显， 下一步的治疗重点将放在各关
节功能的恢复上，尤其是阳鹏双手，腋窝及肘
关节的功能恢复。 目前右手指分开手术及头
皮扩张术情况良好。

唐家训说：“阳鹏右手功能可以恢复90%，
左手能恢复60%，以后生活不会受影响。”阳鹏
说，最盼望的就是早日治疗完成，重新回到军
营里。

■记者 张春祥 通讯员 罗衡辉
实习生 王涵翰

做了15次手术，阳鹏有望明春出院
《海军军官机场大巴上救人烧成重伤》后续

在解放军163医院，歌声、欢笑声充满了阳鹏所在的病房。 通讯员 罗衡辉 摄

免费搭载他人
出了意外也要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