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婆媳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家
庭和睦的劲敌， 这婆媳相处不

好，直接影响夫妻关系。
当公婆的哪个不想早点抱孙

子， 在儿女面前唠叨唠叨也是难
免。 为了督促儿媳林君生孩子，婆
婆想尽各种招数，林君从不在婆婆
面前发作，并买来跑步机给老人锻
炼身体。 在缺席公公葬礼的问题

上， 林君又声泪俱下主动道
歉，并以生孩子作保证安抚
婆婆的心。 作为老公、儿
子， 唐鹏则是和稀泥两
头哄，一唱一和，把矛

盾化解于无形中。

网友共鸣

Tina：学习了，心有
感触。婆婆唠叨是难免的，
作为儿媳妇听着就行了。而
作为儿子、老公，则是家庭关系
的润滑剂，作用可大了。好丈夫
就是能忽悠， 而且还要两边都能
忽悠，忽悠完妻子再忽悠老妈。

三石男： 确实与其产生代沟，
不如换位思考，多站在对方立场想
一想。建议婆媳一起看，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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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 元倒计时39.6抢疯了！

1、失眠，3 天安稳入睡；
2、胃肠病，只需个把月，轻松治愈；
3、肾虚前列腺病，一夜变强壮；
4、心脑血管病，护心养脑的极品；
5、糖尿病，消除并发症，效果远胜蜂胶；
6、止咳平喘的良药：能够 7天止咳，3个月平喘；
7、肝病克星：降转氨酶、胆红素，改善脂肪肝；
8、治妇科病胜过手术刀，延缓更年期；
9、抑制肿瘤、增强免疫、辅助放化疗。

冬虫夏草被几十部医典誉为“起死回生”
的圣药，治百病效果显著。 比如：《本草从新》：
“保肺益肾，止血化痰，具回生之用”；《中药大
辞典》:“百药之王，治诸虚百损至为上品”；《本
草纲目拾遗》：“能治百虚百损。 ”……
经三千多例患者临床实践表明：

吃【杂多】牌冬虫夏草胶囊，在 2、3 天内
就会有明显反应：由于药物作用，血液循环
开始恢复顺畅、体内淤毒开始分解，便秘症
状得到改善，毒素排出体外；

吃到 5、6 天左右，失眠患者明显感觉到
可以安稳入睡了，睡得也踏实了。 一些免疫
力低的患者感觉到身体的抵抗力提高了，不
易感冒也不爱生病了；

大多数患者服用到 10 天， 都感觉到更

为显著的效果了，如：食欲增强，睡眠质量提
高，排便正常；浑身有劲、头脑清楚了；有精
神了；不起夜了；尿急、尿频没有了；小腹不
坠痛了；眼前的小蚊子也没有了；皮肤感觉
水灵了；男性功能明显增强了!
�������1 个月下来，普遍的感觉是血压平稳，头
晕心悸症状缓解，不咳不喘了，记忆力增强，
糖尿病并发症显著改善……

据临床实验和消费者反馈： 连续不间断
服用 6 个月以上，身体阴阳平衡，气血畅通
了，从头到脚很多疾病都能全面改善，更有
众多白发转黑、返老还童的奇迹出现！

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吃【杂多】牌冬虫夏
草，花钱不多，效果又好，一种药就能治好全
身病，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39.6倒计时！ 元特卖虫草 库存告急
原价：98元 /盒

特
价 元39.6

买 10送 5
买 30 送 30
买 50 送 70

图为【杂多】虫草的抢购场面虫破膜、草破壁：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我国青海省杂多县历来享

有“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美誉，
那里特产的虫草体大质优，被誉
为“百草之王，能治“百虚百损”，
具有“起死回生”之神奇功效。

但传统服用方法往往只是
煲汤碾粉、泡茶泡酒等，殊不知，

虫草为大细胞生物，虫体和子座的营养成分多藏于
细胞膜细胞壁中，极为不易被人体吸收，吸收率仅
为 3%左右，而绝大部分营养成分只是“穿肠而过”，
真是浪费惊人！

在青海格拉丹东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潜心
研究下，历时 10余载，应用现代顶尖制药工艺，终于
使虫草的提取技术实现了虫体破膜、子座破壁。

破膜破壁后的冬虫夏草， 更易于被人体吸收，
吸收率高达 90%，是传统吃法 300倍以上！（2010年
10 月，央视 10 套科技人生栏目曾有专题报道过），
详情咨询请拨热线：0731-89786977

万人抢购：原产地冬虫夏草
39.6 元特大优惠

热线电话打爆、药房销售火爆：随着“杂多”
牌冬虫夏草“39.6 元特价抢购”活动临近尾声，
热线电话每天都是从早到晚的从不间断的响个
不停，订购的，催货的等等每天此起彼伏，由于
销售过于火爆，导致各大药房屡屡发生断货，很
多顾客生怕错过这难得的机会都是一大早在药
店排队等候，这完全是由于“杂多”虫草以其实
惠的价格、神奇的疗效所带来的轰动效应！

杂多虫草库存告急、厂家限量销售：由于原
产地冬虫夏草 39.6 元特卖活动持续火爆，现已
导致原产地的库存保障严重告急。 因原产地供
货有限，“杂多”虫草 39.6 特卖活动近日将提前
结束，厂家现已实行限量销售，建议广大市民拨
打电话 0731-89786977 订购，以免因断货让您
跑冤枉路。

老张过去是一身的病，
不仅长期失眠便秘， 多年的
高血压、 糖尿病更是让家人
每天提心吊胆， 大把大把的
吃药， 哪个月没个千八百块
钱都不行。早就知道冬虫夏草那东西好，可老百
姓哪买得起啊！

这次特价抢购，老张是第一批的受益者，才
开始吃了几天，睡眠就踏实了，排便也顺畅了，
不到一个月血压也神奇的稳定了， 现在几乎将
所有的降压西药都停掉了， 就连一直认为治不
好的糖尿病也稳定了，视力下降、乏力等并发症
竟然都好啦！老张算了一笔帐，平均每个月才花
一百多块钱， 就治好了一身的病， 真是太省钱
了、太划算了！

超省钱！ 吃虫草
治好一身病！

吃虫草，9 种疾病有奇效！

指定专销：长沙：东塘楚明堂大药房
（原楚仁堂大药房）、
平和堂药号（五一广场店、东塘店）
东塘星城养天和药店、
红星步步高药品柜、
火车站阿波罗广场药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河西步步高广场负一楼楚济堂、
岳麓区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老店、
新西站枢纽店）、 王府井大药房、
南门口大药房（原好又多药号）、
六谷大药房（省人民医院对面）、

东塘步步高双鹤大药房、
王府井大药房、
人民路朝阳家润多楚济堂药房、
芙蓉广场家乐福双鹤大药房、
伍家岭岁宝百货双鹤药房、
新开铺康寿大药房（新一佳一楼）、
湘江世纪城楚明堂大药房、
黄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
河西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药房、
井湾子大润发双鹤药房、
开福区新一佳药品柜、
烈士公园东门步步高双鹤药房、

火星镇楚济堂药店（凌霄路 63号）
雨花亭沃尔玛双鹤药房、
火车站楚明堂药店、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东风路楚仁堂（汽车城对面）、
星沙：旺鑫大药房（凉塘路）、
易初莲花福海堂药房、
宁乡：开发药号、大润发内福海堂
药房、浏阳：钰华堂（北正中路 23
号）；望城：工农大药房；
株洲：人民药店芦淞店（市中心新
华书店一楼）、 贺家土健康堂大药

房、平和堂大药房、醴陵：心连
心大药房、茶陵：阳光大药房
车站店、攸县：和协大药房、
湘潭:河西：贵富康药号、南
盘岭福顺昌医药堂、河东：福
寿昌医药堂；易俗河：仁康大
药房、湘乡：龙城药店；
益阳：家家康大药房桥南店；
南县：赤沙大药房、
安化：安化县人民大药房、
岳阳： 步行街你好大药房、
岳化：香云堂药店、

汩罗：心正大药房、平江：华生药房、
衡阳：市内：古汉大药房、江东：古汉大药
房、耒阳：济生大药房、衡山：正一堂药铺、
西渡：人民大药房、祁东：洪城大药房；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金华大药房、战备桥
大药房、晶华大药房；澧县：好心人大药房、
汉寿：春天大药房、津市：恒源堂大药房、
石门：广兴大药房、安乡：新麒麟堂药店；
郴州：同德堂大药房、资兴：步行街药房、
永兴：百草堂、宜章：众生堂大药房；
永州：冷水滩：五洲药店；康唯一药店、
零陵：福寿堂药店、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涟源：康尔安、新化：上梅
大药房、冷水江：新天地大药房、双峰：九点堂；
吉首：博爱大药房；凤凰县：春意大药房、
保靖县：医药零售总店、龙山县：久知堂；
怀化：河西百信大药房；新晃 ：宏明大药房、
溆浦：朝阳桥大药房、靖州：梅林路国药店、
沅陵：物茂大药房、
邵阳：时珍大药房、邵东：中西药店、隆回：人民大
药房、洞口：新宝芝林大药房、武岗：南门口中心大
药房、邵阳县：宝佳大药房、新宁：泰寿堂大药房、
绥宁：长安大药房、新邵：康之缘大药房；

请认准：正宗青海【杂多】牌冬虫夏草

紧急通知：因近期市民抢购持续火爆，现【杂多】牌冬虫夏草“39.6元特价抢购”供应已
出现库存严重危机！ 为确保供应，特决定在本周内实行限量销售：每天限打进电话前
300名，且每人最多限购 50盒，活动结束后即将恢复原价销售，望广大患者抓紧订购！

●数量有限，活动每天仅限
前 300名，电话订购者优先！

免费咨询及订购热线 0731-
（全省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

89786977

45天量
（立省 198元）

五盒 /大盒

大
盒
包
装 6个月量

（立省 1188元）

1年量
（立省 2772元）

湖南首次从冬虫夏草原产地：青海省杂多县直接引进“杂多”牌冬虫夏草，史无前例仅以 39.6 元 / 盒的平民价格销售，远远低
于 98元的原价，一时间引起广大市民的激烈抢购，现已导致库存严重告急。

“婚姻中，自由的反义词是什么？是‘孩子’，然而，我却想破脑袋奔着‘不
自由’去。为了要孩子试尽了方法，还有受着婆婆的脸色，有时真的撑不下去
了。”网友“兔子家”看了湖南卫视《夫妻那些事》后，10日在某论坛诉说着自
己的痛苦。目前，《夫妻那些事》因贴近现实的婚姻情感问题，引发了观众们
对“婆媳关系”、“小三上位”、“生育烦恼”三座婚姻大山的感慨和反思。在很
多网友看来：“《夫妻那些事》真的教会了我们不少事。” ■记者 袁欣

戏里“那些事” 2哄婆婆开心
教你

“小三” 是婚姻的破
坏之神，其杀伤力在离婚原
因中位居首位。

安娜嫁了个有钱老公，
容忍他在外面找“小三”“小
四”“小五”，却还是落了个离
婚的下场，看来，在“小三”这

件事上，睁只眼闭只眼是不行的。
刚入职场的苏珊仗着自己

年轻漂亮，以为可以攻陷唐鹏，
却失败告终，林君的足够信任
和唐鹏的忠心起了不小作用。
实践证明，“小三”非一己之

力就可以降伏的，信任重
要， 对方的态度更重

要， 一个巴掌拍
不响。

网友共鸣

可不可以以以
以： 夫妻关系要建立在
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才能
长久。没事翻翻老公手机，查
查老婆行踪，只会让自己变得
很神经质， 还会招来另一半的
厌烦。

隐居豆腐店77：苏珊式的小
三，我想应该没有几个男人能坚
持住吧。 看到苏珊的第一眼，我
就想自己面对的那个小三。连
玩的心眼都大同小异，时不时
的在老公的车上留些小物件，
可是做给我看的？又或者是
在向我挑战？那么我想说
的是， 要么你放弃，要
么做一辈子的小
三。

3赶跑“小三”
教你

如 果 你 正
处于“生不生”的

犹豫中，唐鹏（黄磊饰）
和林君（陈数饰）的烦恼或

许可以给你上一课。在剧中，
林君之前坚决不怀孕， 后来36

岁超级想怀孕，但这时似乎有些
晚了。

为了不错过每一次机会， 林君
不惜“打飞的”造人，从北京远赴青
岛逼唐鹏“播种”。虽然严格按计划
每天锻炼身体，双双进补，而且算着
排卵期，但还是经历了意外流产、宫
外孕、试管婴儿失败等各种挫折。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李医生
说，医学上界定，35岁以上初产产
妇为高龄产妇，这个年龄之后选
择生孩子， 剧中这些情节都是
高龄生育中经常出现的问

题，并不是危言耸听。

网友共鸣

兔子家：为怀孕几
年没安心上班， 这部剧看
得我泪水直流。测排卵期、雄
性激素过多、 意外流产、 宫外
孕、 试管婴儿不成功……为了怀
孕努力了5年，林君在剧中经历过
的全在我身上发生过。 今年我35
岁了，不知有没有成功的那一天。

koala家的小卑鄙：看了晚上
做梦，梦里自己也雄性激素过多，
内分泌失调，怀不上孩子。我要赶
快生孩子。

love_is_a_four_letter_word：
所以说女人最佳生育年龄这事儿
是真的。要是各种原因28岁半还
没有小小P的希望的话， 俺、俺
还是去找个精子库算了……
掐手指ing…… 还真没剩
多少时间了。

孕育知识
教你1

戏外可学样
《夫妻那些事》热播，真实得就像发生在身边

《夫妻那些事》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