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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侯家塘
的张阿姨，爱时尚
赶时髦，一有新鲜
事物就有学习的
冲动，多年来一直
想学电脑，眼看着
家里的电脑闲置在那，不会用干着急！自从有
了【吉博士】，她轻松掌握了电脑，搜喜欢的电
影、电视剧，边嗑着瓜子边看，一天看过 20 集
都不嫌多，再也无须忍受插播的广告！

她和老伴都有高血压，高血脂等，平常上
百度可以搜索相关保健知识， 在网上免费咨
询医生进行用药指导， 犹如请了一个家庭保
健医生在家。 想学跳舞、学太极，去百度一搜
就知道，视频播放清晰，可以反复学习直到学
会为止。生活中遇到不会做的菜肴，上电脑一
看就知道， 怎么配料怎么烹调多种做法应有
尽有。 有了电脑，老两口日子过得津津有味！

轻松掌握了电脑
想啥看啥，生活更方便！

汽车南站的张爹爹，58 岁， 丧偶多年，
一人拉扯儿子长大很不容易， 现在儿子也去
外地上大学了，家里空落落的，偶尔出去找朋
友喝酒， 打点小牌， 偶尔输点钱还得难受半
天，身边也没个说话的人感觉空虚，日子过得
枯燥无味。人也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坐
在那发呆。

前不久，隔壁老李买了套【吉博士】，也
很少去搓麻将， 听说就在电脑上玩得特别开
心。 张爹爹也订购了一套，心想，老李比我年
纪大都能学会我可不能输给他，几天时间，他
学会了在网上打牌，下棋，聊天、看新闻等等，
还可以和远在外地上学的儿子视频聊天了！
还节省了不少话费，每天打牌、下棋再也不愁
没人陪，也不用担心输了钱而心痛，学会了电
脑，每天日子过得乐此不疲！

维一星城的
赵大爷，儿女都在
外地工作，平常只
有过年才能聚一
下，可老人家很是
想念小孙子，每每
打电话，一聊几十
分钟，孩子总是天
真的说：“爷爷奶
奶我们可以在电
脑上视频呀， 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了，呵
呵！ ”

这下可愁坏了老两口，不会用电脑，咋办？
贴心的女儿可他们寄来了【吉博士】，说保您
轻松学会电脑！ 您学会了就可以和孙子视频
了，冲着这个念想，老大爷迫不及的就把光盘
放入电脑，一步一步的引入式讲解，哪里不会
就哪个章节参照学习，先注册 QQ，怎样连接
视频等等，终于和孙子视频上了，每天还可以
看看新闻，炒股，看电视剧……，学会了电脑
真是好，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了！

聊天、下棋、打麻将…，
一个人的日子不再孤单！

老大爷学会了视频聊天，
天天都可以看孙子啦！【吉博士】 随时随地指导您轻松操作电

脑，不讲理论，不用死记硬背。 只要把电脑开
机，在【吉博士】中选取您想操作的内容，在它
的耐心指导下，一步一步就能轻松完成操作，
无论您想视频聊天、打牌下棋、查阅资料、整
理相册，它都能轻松的帮您完成。

在【吉博士】的帮助下，很多中老年人轻
轻松松的操作电脑， 过去孤单乏味的晚年生
活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用网络聊天和儿女们讨论生活和工作，
在视频上逗逗小孙子， 在聊天室跟全国各地
的网友天南地北的神侃， 在棋牌室里大显身
手，打麻将、斗地主、下象棋，既可以找同水平
的互相切磋，还能挑战各路的高手，在影音室
里选取最新的电影、最流行的连续剧、最经典
的传统剧目，随时想看随时播放，大饱眼福！

有了【吉博士】在身边，有了电脑和网络
的陪伴， 明显感觉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精神头
更旺了，生活更乐观了，头脑更活跃了。 因为，
电脑让他们的视野更宽广， 生活圈子更扩大
了，娱乐也更丰富了！

在电脑上，用网络聊天，无论多少分钟，
也不用花一分钱的电话费， 广大中老年人可
以在家跟儿女们，跟老邻居、老同事们尽情畅
聊，也不必为费用担心；在网上看新闻、查资
料、阅读各类小说名著，想看多少有多少，既
不用跑书店买书，也省去了年年订报的费用；
平时有点不舒服，上网一查，名医指导或各种
偏方食疗方应有尽有，不花一分挂号费，专家
名医就在身边……

而所有这些，在【吉博士】的指导下都能
轻轻松松的实现！

省话费、省书报费、省药费
网络生活方便又省钱！

互联网，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网
络已经深深的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 它
可以帮中老年朋友拓宽视野， 增添无尽的生
活乐趣，并且使很多事情变得更加便利。 比如
通过聊天功能可以与远在外地的儿孙们视频
通话，不仅可以节约大笔的电话费，还可以清
楚的在视频里看到对方；通过搜索功能，可以
随时查询各种健康常识和保健知识， 就好像
有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随时恭候您的咨询，
为您的生活和健康提供最全面的服务； 通过
文件管理功能， 可以将全家人的照片和视频
都完整的保存下来， 永远不用担心照片褪色
或丢失；通过游戏功能，可以随时跟全国各地
的牌友们切磋麻将、斗地主等，根本不用因为
找不到牌友而发愁，更不用担心会输钱；通过
网络娱乐功能，可以随时点播经典的电影、连

续剧，既不用去电影院买票排队，也不用每天
守在电视机前面忍受没完没了的广告……、

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有了电脑和网络
的陪伴， 将会变得无比的绚丽多彩、 丰富充
实，从此告别晚年的孤单寂寞，从而使身心都
更加愉悦和健康。 但是如何才能轻松的了解
和掌握电脑的使用， 是众多中老年人面临的
一个最为棘手的难题！

中老年朋友电脑基础弱、接受能力慢，记
忆力差， 学习电脑很吃力， 很多中老年人反
馈：通过书本学习，理论性太强，没有实践操
作，枯燥难懂，犹如看天书，而且看几分钟脑
袋就疼，根本学不会；在外面上培训班，老师
在上面讲，下面听个一知半解，回家不懂也不
好意思再问老师，。 而且费用也不低，来回奔
波既耗时又费钱， 最重要花了钱还担心学不

会；有些知识不常用，时间不长就忘了，还是
白学！

2009 年，国家专项拨款 500 万，集二十多
名教育心理电脑网络方面的权威专家， 专门
针对中老年人电脑基础知识薄弱、记忆力差、

接受能力慢等特点， 开发了一套可以让他们
轻松掌握电脑的“傻瓜式” 智能电脑操作软
件，经国家审批获得【吉博士】商标授权和保
护，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联合推广活动。

【吉博士】智能电脑操作软件配有形象生
动的动画视频， 有清晰明确的语音讲解指导
和同步字幕，内容包括：打字、画图、上网、搜
索、聊天、下载、购物、看新闻、玩游戏、查资
料、收发邮件、博客、排版、表格、幻灯片动画
制作、数码设备使用、照片修饰、杀毒、系统维
护、安装等六十多项内容。

任何人都能轻轻松松的在它的提示下完
成电脑的各项操作，再也不用费事去学去记，
无论想要做哪方面的操作只要打开软件，按
照提示都可以轻松实现，只要【吉博士】在身
边， 随时想用电脑随时都好像有了一位耐心
的助手在手把手的帮忙操作。

湖南省内现正举办【吉博士】普及推广活
动，并开通免费报名热线：0731-85557105。

【吉博士】软件是根据目前大多数老人孤单，针对老年人电脑基础知识薄弱、记忆力差、接受能力慢等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的
一款多媒体电脑教学软件，以轻松活泼的教学方式帮助中老年朋友消除学习电脑的“恐惧”及疑虑，在观看情景剧的过程中享受
到学用电脑的乐趣！【吉博士】教学软件已被简化得让您一点就会、一看就通，免去了一切死记硬背，是您操作电脑的最理想帮手！

日前，厂家在湖南开展特价优惠活动，活动每天仅限 700 套，电话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现活动仅剩最后 3 天，活动
结束取消优惠恢复原价，望广大消费者抓紧时间订购，活动恕不延期！

优惠每天仅限 700 名，电话订购！
同时免费赠送价值 198 元手写板 1 套

【吉博士】电脑教学软件 免费咨询订购电话：

400-606-8359
0731-85557105

【吉博士】特惠体验，仅限 700名

【吉博士】帮中老年轻松玩电脑

让电脑为老年人生活添精彩

没基础、记性差，怎么也学不会！

用电脑，其实可以根本不用学！

只要会开机，就能轻松玩电脑

聊视频、打麻将、看连续剧
【吉博士】带您畅游网络

【吉博士】智能操作软件，专为中老年研发
老年人记性差，学不会怎么办？

很多中老年人还是会担心自己记性太差
了，学啥都学不会，没关系，【吉博士】根本不
需要你学！ 你只要会开机就可以了，根据您的
需要，打开相应的部分，在【吉博士】的指引
下， 一步一步的完成操作就可以了！ 你想聊
天，它帮助你聊天，你想下棋，它引导你怎样
进入棋牌室，你想查资料，它告诉你怎样进入
网页，你想看儿子小时候的照片，它可以帮你
把它们全部分类保存在文件夹里， 你想看连
续剧，它也会手把手的指导你怎么找片子，如
何观看。

有了【吉博士】你根本不用再去费力的学
电脑，不用记，不用背，相当于你的身边有个
随时恭候您的“电脑家教”。 想用的时候打开
电脑就可以了，不用电脑的时候，你可以把刚
刚操作过的东西全部忘掉，没关系，下次再打

开【吉博士】，它又会从头到尾的一步一步耐
心指导你了！
老年人不会打字怎么办？

不会打字也没问题， 从今天起， 每天前
300 名成功订购【吉博士】智能电脑操作系统
的中老年朋友， 都可以获赠一套最新科技的
手写板，无论您想输入什么内容，用手写笔在
手写板上直接书写就可以， 据悉这套手写板
市场价格就要一百多， 现在为了普及中老年
电脑知识，厂家实行限量免费赠送，真的是太
划算啦！

如果您也想跟上时代步伐， 畅享网络时
代的无限精彩；如果您也想拥有网络，来排遣
孤单寂寞的晚年生活； 如果您也愿意在网络
的精彩天地里尽情畅游， 随时拨打本版免费
专线：0731-85557105，赶紧把【吉博士】请回
家吧！

全省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