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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示：
治眼病，一定要认准国药准字

专家咨询：0731- 88184642 湖南免费送货
全国免费邮购

紧急通知：因近期市民抢购持续火爆，现卓玛丹十五味萝蒂明目丸湖南地区库
存严重告急，特惠活动可能随时结束。 为确保供应，每天仅限打进电话前 100 名享
受特惠活动，请广大患者抓紧最后 3 天的时间拨打热线进行咨询和订购！

白内障青光眼不用再开刀特 别
关 注

妈妈的白内障已经严重
影响视力了，考虑过手术，但
妈妈有糖尿病， 血糖总是不
稳定。这些年用的眼药、眼贴
能装满一柜子了， 白内障却
越长越多！

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
“卓玛丹十五味萝蒂明目丸”
的介绍， 说这是治疗型的药
品，不手术就能清除白内障，

马上买了 2 疗程，妈妈用了 5
天说眼睛不黏糊了， 感觉很
舒服；用完 1 周期，眼前不那
么雾蒙蒙的了， 隔着 2、3 米
能看清人的脸了。连续用了 3
个疗程， 妈妈眼睛里的白色
障膜完全消除了， 看报纸小
字都非常清晰，去医院检查，
左眼视力 0.8，右眼 0.9，连医
生都惊讶不已！

眼前总像有雾，看人都看不清脸
没了白内障 高科技比手术厉害

李教授做梦也没有想
到， 不用做手术，7年的青光
眼、 黄斑变性，4个月就全好
了， 还接到了某大学 5 万元
的高薪聘请，真是双喜临门！

李教授的儿女都在国外
读书， 国内外的眼药几乎都
用过了，但总是难以根治，时
好时坏。 女儿在医院的同学

介绍了眼病新药———卓玛丹
十五味萝蒂明目丸， 用了 1
疗程后， 眼睛疼的症状消失
了，见效这么快，让李教授很
意外！ 坚持用了 3个月后，眼
压完全正常， 看东西不扭曲
了。 李教授感慨地说，没有卓
玛丹明目丸， 这辈子都没有
机会再站在讲台上了！

眼疼头晕 看东西走形、模糊 真怕瞎啊
治好青光眼、黄斑变性 老教授意外得 5 万

用了卓玛丹十五味萝蒂
明目丸， 眼睛甭提有多清亮
了，眼前的小黑影变少了，变
淡了， 能看清东西， 认清熟
人，真是高兴！

我才 60 岁，不戴老花镜
啥也看不见， 眼前还总有苍
蝇一样的小黑影在飞， 看电
视就像有雪花一样。 每天下

午时，眼睛就又干又涩，头也
又晕又疼， 人不服老不行
啊！ 自从用了卓玛丹十五味
萝蒂明目丸，不到 2 个月，不
戴老花镜，也能看报纸、上网
了，眼前的黑影全没了，就连
穿针引线，一次就准，感觉年
轻时的好眼力又回来了！

看报纸用放大镜 眼前还有苍蝇飞
飞蚊症、老花眼全好了 上网、看报没问题

专家提示患者：卓玛丹十五味萝蒂明目
丸是国家药监局特批的治疗眼病特效药（国
药准字 Z63020255）， 经过相关机构严格审
查和临床验证后，证实卓玛丹十五味萝蒂明
目丸对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
浊、飞蚊症、视神经萎缩、老花眼、老年性近
视、角膜炎、结膜炎等各种眼病及其引起的
症状疗效确切。

老花镜摘了！ 打麻将胡了！
王大妈和李大姐邻居多年了。 二人

退休后闲不住， 经常一齐凑了人数打打
牌。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王大妈发现，看
麻将牌有点模糊了， 特别左眼经常看不
清，常常出现一条黑影，不光打牌，连读报
看电视都要带上 300多度的老花镜。 不用
说，打起麻将更是经常出错牌，三条看成
四条， 东风看成北风的时候多了。 还是李
大姐热心，四处打听后，给王大妈介绍了
卓玛丹十五味萝蒂明目丸，据说不用手术
就能治好各种眼病。 果然，才半个多月，王
大妈发觉自己的老花眼明显好转了，黑影
不见了，又过两个周期，视力也提高了。 打
起麻将牌， 王大妈又恢复了往日的神勇，
“碰！ ”“胡了！ ”笑声不断。

我国的青藏高原位于高海拔地区，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强烈的紫外线照射，
让藏民成为白内障、 青光眼等眼病的高
发群体， 甚至有些小孩一生下就是白内
障患者， 眼病已成为危害藏族同胞健康
的第一杀手。

青海柴达木高科技药业有限公司的
眼病专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生活
在藏北海西地区的藏民竟然很少患有白
内障等眼疾， 这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关
注。

十年追鹰发现眼病密码
这里的族人说，很久以前，祖辈们一

直饱受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病的困扰，藏
医们一直都在探索一种能祛除白内障的
方法，但苦寻未果。 后来，一个老藏医从
神鹰那里得到启发， 他发现鹰是世界上
视力最好的动物，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鹰都可以看清楚十几公里之外的猎物，
于是决定去追鹰以了解究竟。 功夫不负
有心人，他发现，鹰虽然食肉，但在饱食
之后都会啄食一些草根， 原来这些草根
就是青藏高原上独有的“藏萝蒂”，于是，
一种专治白内障、 青光眼等眼病的方法
被老藏医研制出来， 周围很多眼疾患者
用过之后都神奇的好了，慢慢的，这里的

眼病患者就越来越少了。
“藏萝蒂”攻克眼病，是科学，不是奇迹

青海柴达木高科技药业有限公司的眼
病专家通过研究发现，藏萝蒂中含有一种特
殊物质 -- 晶体谷睛素，它能够分解呈结晶
状的白内障障体， 提高眼周组织血氧含量，
激活疲惫老化的代谢通道， 康复各种眼病，
解剖发现， 鹰眼中晶体谷睛素的含量超过
1000 微克， 这就是鹰眼超强的视力能够保
持终生的原因。

专家们在此基础上，以“藏萝蒂”为主
药，再配以藏区特有的十四味药材，运用现
代高科技四效低温低压工艺，成功研制出替
代手术治疗眼病的升级换代药品“卓玛丹十
五味萝蒂明目丸”。 经过全国十多家眼病专

科医院临床验证：“卓玛丹十五味萝蒂明目
丸”中含有的“晶体谷睛素”对白内障、青光
眼、玻璃体混浊等眼病效果显著，一经投放
市场立即引发关注，好评如潮，患者受益的
例子屡见不鲜， 全国引发抢购狂潮， 现在
“卓玛丹十五味萝蒂明目丸”代表的不单单
是一个高科技成果，一个效果卓越的产品，
更是代表着千千万万眼病患者康复的希
望。

卓玛丹明目丸特惠活动全线告急！

买 5赠 1 买 12赠 6 买 18赠 12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明党的纪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着力
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周永康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书记贺国强主持会议。

胡锦涛强调，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第一，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执行
情况的监督检查；第二，严格执行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特别是换届纪律，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第三，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作风建设；第四，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求全面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长效机制；第五，
继续解决好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第六，认真总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有益经验，以战略眼光、
改革精神、创新思路谋划今后工作。

近日， 网上盛传2012年考研英语试题
泄题。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9日上午表
示，教育部对此非常重视，已经责成有关部
门进行调查了解。

【讲述】
网上有人卖答案 考前十分钟公布

今年研究生考试时间为1月7日至9日，
其中英语考试时间为7日下午。7日晚8点，
清华大学微博协会会长刘若晴发微博称，
刚结束的2012年考研英语试题被提前泄
题，并附上了一张截图。

截图显示，一个名叫“王者归来”的人
在QQ群上公布了英语科目45道选择题的
答案和两道作文题及要求， 时间是1月7日
下午1点22分， 距离1点30分开考已经不到
10分钟。

刘若晴介绍，自己的女友参加了今年的
研究生考试， 前段时间还加入了一个考研
群。 1月7日零时许，一个名为“王者归来”的
群内好友忽然和女友聊天，问她是否需要考
研试题，100元一套。 女友认为此人不靠谱，
没有多问。刘若晴得知，“王者归来”还和群
内多位研友联系，均未得到回应。

【调查】
政治科目同疑泄题

记者对比真题发现，“王者归来” 公布
的英语作文题目与真题一致， 选择题答案
与考研机构公布的答案也基本相同。

与此同时，一名名为“吕主任”的网友
爆料称，2012年的考研政治大题也泄题了。
早在考试前两天， 就有考生下载了法硕联
盟论坛的政治押题，8个题目中，有5道大题
出现在今年的试卷上。

【进展】
教育部介入，责成调查

刘若晴告诉记者， 清华大学校方已经
联系他，让他提交一份“考研英语泄题证据
及靠谱性分析”。 清华大学党委学生部部长
过勇表示，他们正在讨论，并打算以校方名
义将刘若晴的这份分析报告提交有关部门。

9日上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针对考研英语疑似泄题
一事，教育部非常重视，已经责成有关部门
对此事进行调查了解。

■据法制晚报、北京晚报

胡锦涛：
严格执行
换届纪律

2012研究生考试被曝泄题 教育部责成调查

“考前10分钟，网上叫卖考研答案”
司法考试考前疑泄题

去年9月17日、18日举行的国家司
法考试，被曝出“泄题疑云”。考后仅一
天，网友贴出手机短信截屏照片，显示
在18日下午2点试卷四开考前2小时，已
经有人获悉了大部分考题。

注会考试陷泄题传闻
被称为“最牛最难考试”的注册会计

师资格考试于去年9月17日、18日举行。
然而， 有考生反映有的科目考前网上流
传的部分试题答案竟是真的。 据不完全
统计，6门考试中至少有3门涉嫌泄题。

广西“公考”泄题
2010年1月16日， 广西2010年公务

员录用考试举行。考前几小时，有考生
在网上看到题目和答案。2月11日，成绩
公布，行测(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部分惊
现大量90分以上“不可思议”高分。2月
24日，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终于
发出公告承认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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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在微博上贴出的答案及考题短信。
微博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