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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秘雪域冬虫夏草买 30赠 20
元 /盒98现价

元 /盒原价198

由于冬虫夏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藏秘雪域冬虫夏草胶囊即将恢复原价！

倒
计
时

白发变黑，人更年轻更精神
不到 70 岁，毛病都出来了，连睡

个觉都像在受罪， 每晚起夜 5、6 次，
第二天的疲劳感可想而知，持续的恶
性循环，前列腺炎、眩晕、健忘、乏力
的毛病也日益严重。

听医生说，夜尿多和男性疾病是
由于肾功能差、体虚引起的，他介绍

我服用安全高效的冬虫夏草，能使人
体五脏六腑都变年轻。 服用当天，起
夜就减少到 3 次； 连续服用 6 个月，
不再失眠多梦， 前列腺炎好多了，精
力充沛，竟然有白发返黑了！ 现在见
到我的人都非常惊讶，说我怎么才半
年功夫就变年轻了呢！

吃 6个月冬虫夏草，70岁老人肾好、精力足，活力赛小伙

老陈整晚睡不着觉，血压往上直
冒，可又不敢吃安眠药，怕上瘾。 他看
到吃藏秘雪域冬虫夏草能改善失眠，
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于是就买了几盒。
以前辗转反侧睡不着， 现在睡得又快
又香，血压也稳定了。

家里几口人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老伴有哮喘、儿子肾不好、媳妇整天
肚子疼、小孙子三天两头感冒，个个
脸色都难看得很。

后来，老陈动员全家都吃藏秘雪
域冬虫夏草。 效果还真是天天都看得

见， 全家人脸色开始变得红扑扑的，
坚持服用 6 个月，一家人身上的毛病
逐渐少了，个个精神得很，现在，老陈
一听别人在服用藏秘雪域冬虫夏草
就很有经验的叮嘱： 一定要吃 6 个
月，效果非常不错的哦！

全家老小吃冬虫夏草 身体健康乐呵呵

吃了几天冬虫
夏草，晚上睡得香，整
个人精气神十足，头
不晕了， 也不乏力了
……面对这样的改变， 刘教授竖起大拇
指，授直夸藏秘雪域冬虫夏草太好了！

身体不好，刘教授早早的就从某高
校退休，高血压、高血糖一直困扰着他，

每天大把大把吃药， 把肝都给吃坏了，
身体每况愈下！ 愁得连觉都睡不好。 听
人说冬虫夏草是保健圣品，刘教授每月
四五千的退休工资都花在买冬虫夏草

上，后来，老同事告诉
他，“藏秘雪域” 冬虫
夏草比一般虫草还要
好，吸收率高，价格也

不贵！刘教授听了这话，赶紧买了 50盒，
现在身体可硬朗了，什么病都没有！ 现
在逢人就说藏秘雪域冬虫夏草是神药！

告别肾虚肾亏、腰膝酸软、急慢性前列腺炎！

一年来尿频、尿急、腰酸、两腿无力，
记忆力减退……。 就不敢多喝，酸的，辣
的不敢多吃， 看着自己越来越不像男
人，刘总十分苦恼。

吃了多种治疗前列腺的药，都只是
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反反复复还是
发作，越吃身子越虚。 一位教授推荐刘
总服用冬虫夏草，激活脑垂体，促进血
液循环， 无副作用。 刘总才服用 10天，
小便通畅，腰痛、乏力、尿频、尿急等症
状消失，尿液不再发黄。 教授说这是冬
虫夏草开始起效，不要刚看到效果就停

止服用，一定要按周期服用，坚持 6 个
月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刘总依
言而行按时服用，6 个月后，身体状态越
来越好，精神焕发，好像年轻了 20 岁，
生活非常甜蜜。 如今停服半年了，一直
没有复发 。
老刘暗自庆
幸，这半年的
“冬虫夏草”
总算没白吃，
身体比以前
更强壮了。

重 要 通 知
自进入 2011 年下半年

以来， 西藏冬虫夏草原材料
多次上涨， 导致厂家无法长
期以超低价位供应市场，故
藏秘雪域冬虫夏草公司研究
决定， 自 2012 年 2 月 17 日
起藏秘雪域冬虫夏草胶囊恢
复原价销售，同时取消赠送。

特此通知
藏秘雪域冬虫夏草公司

2012年 2月 12日 0731-83885996/83885997

特卖仅剩 3天

增强男性功能，白天黑夜都精彩

气虚体弱 吃冬虫夏草身体壮
失眠、肾虚、高血压、高血糖……长年大把吃药，身体伤不起！

吃 6个月冬虫夏草 奇迹一个接一个
吃五、六天、一周冬虫夏草 五

脏六腑、血液、神经都开始发生变化，
血液循环顺畅、毒素开始分解。

吃半个月的时候 睡得踏实了，
一些免疫力低的患者也感觉到身体
的抵抗力提高了，不易感冒，也不爱
生病了。

吃２、３个月 睡得踏实了；浑

身有劲了；头脑清楚了；有精神了；不
起夜了；尿频、尿急没有了；小腹也不
坠痛了；眼前的“小蚊子”也没有了；
皮肤也感觉水灵了；活力也回来了！

连续服用 6个月 身体阴阳平
衡，气血畅通了，全身上下从头到脚
的很多慢性病全面改善， 更有众多
“返老还童”的表现。

1、术后产后身体快速硬朗
2、三天远离严重失眠多梦
3、抗疲劳精神好胃口好
4、护心养老代替救心丸
5、急慢性肝炎预防癌变

吃冬虫夏草
10种病好得快

6、止咳平喘 一周见效
7、肾虚肾亏 一夜变强
8、直接抗肿瘤 抑制生长和转移
9、放化疗 减轻不良反应
10、糖尿病 并发症不可怕

全省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身边的雷锋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
习”，同年，进入而立之年的雷孟轩也开始担任长沙
望城雷锋纪念馆第一任馆长。2月15日上午， 记者在
纪念馆见到了这位老馆长。

讲了一辈子雷锋的故事，85岁的雷老却说“还没
讲够”。当被问及“雷锋有什么特点”时，雷老的解释
有些与众不同。他让记者看一张雷锋早期的照片：白
衬衣，系着红领巾。“雷锋爱美，外表和心灵一样美，
不信你看他的每一张照片，虽然朴素，但总是收拾得
很整洁。”一路看下来，果然如雷老所说，每一张照片
里的雷锋都干净整洁。

雷锋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
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
民服务之中。正是这句话，激励着雷老将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雷锋纪念馆，即使在1995年退休后，他依然选
择留下。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朱丹

雷锋的故事他讲了一辈子

本报2月15日讯 她俩是一对联
体女婴，从永州来长沙做分离手术（详
见本报2011年12月9日A19版报道），
爸爸妈妈给她们取名“千言” 和“万
语”。今日，她俩出院了。千言、万语的
饮食、排便和各项化验指标都正常，体
重也从入院总重3.93公斤增加到3.73
公斤和3.74公斤， 专家表示将对小姐
妹跟踪治疗。 妈妈赵玉枚开心地说：
“终于可以回家了！”

孩子他爸:幸好当时没放弃
2月15日一大早， 记者来到医院新

生儿一科时，千言、万语正安静地躺在
床上，乖乖地让爸妈把自己裹进红色的
包裹中。两个小姑娘戴上小红帽、穿上
红棉鞋，从头到脚喜气洋洋。她俩睁大
眼睛四周张望，状态挺不错。

经过70多天的治疗，孩子在出生两
个月后最终回到了家人怀里。爸爸郑运
苏高兴地说，幸好当时没有放弃，把孩
子送到长沙来，“这个选择是对的。”

特殊姐妹今后仍有不少挑战
新生儿重症监护科主任高喜容教

授说，术后监护的难度和风险并不亚于
手术分离。 医院组成了联合新生儿外
科、肝脏中心、消化内科多个临床科室
共同参与的专家团，就联体儿分离后进
行跟踪治疗。

高喜容说：“以前我们关心分离后
孩子能不能活，现在我们会考虑得更细
致、干预得更早。”尽管千言、万语恢复
得又好又快，但她们仍是一对特殊的孩
子，这对父母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所
以，在出院前，我们让爸妈早期接触孩
子，参与护理和喂养。”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王思颖 通讯员 李奇 刘菊秀

千言万语一句话：谢过大家了

▲2月15日，省儿童医院，父母打包收拾的时候，“千
言”打了个哈欠。 记者 龚磊 摄

《永州联体双胞胎来长“分身”》后续

●2011年11月29日11时59分，永州宁远县柏家坪镇赵玉枚剖腹产下一对联体女婴。

●12月8日18时50分，联体姐妹被紧急转运到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入院总体重3.93公斤。

●12月9日起，为联体女婴进行术前检查。

●12月21日， 医院首次召开联体婴儿跨专业多学科联合病例讨论和全院大会诊，11个科室专

家商讨联体女婴“分身”的可行性。

●2012年1月11日，经过3小时紧张手术，出生43天的联体女婴被成功分离，为省内第二例，两

姐妹从此“分床睡”。

●1月12日，术后第二天，万语顺利撤下呼吸机。

●1月13日，术后第三天，千言也安全撤下了呼吸机，独立呼吸。

●1月21日，姐妹俩勇敢地闯过了五大生命难关，基本脱离生命危险期。

●2月1日，顺利为千言、万语姐妹俩拆除了伤口所有缝线，腹部B超和各项血化验指标正常。

●2月2日，分离手术21天后，姐妹俩正式转入新生儿专用的母婴同室病房，完成医学意义上的

治疗期，进入全面康复阶段。

●2月7日，千言、万语姐妹两首次下水游泳。

●2月15日，千言、万语两姐妹出院返乡，我省第二例成功分离并双双存活的联体女婴康复出院。

从“她们”到“她和她”

▲1月11日，省儿童医院，联体女婴“千言、万语”进
行分离手术。 资料图片

分身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