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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葛降酸茶】 排酸、降酸、防复发
三效合一 治痛风

排酸 碱化尿液 促进代谢
痛风病人尿液是偏酸性的， 这样体内的尿酸就不易溶解于

尿液而随之排除，因此要想尿酸随尿液排出，首先得碱化尿液。
【兰葛降酸茶】车前子、绞股兰等有效成份，可调节尿液酸碱平
衡，同时也可调节人体及嘌呤代谢，促进尿酸正常排泄。
降酸 抑制尿酸合成 溶解尿酸结石

高尿酸是由长期的嘌呤代谢紊乱，使嘌呤不断增多形成的，
【兰葛降酸茶】中的有效成分葛根、绞股兰，能有效地控制体内嘌
呤增多，抑制尿酸合成，控制尿酸的增加。 并可将沉积在皮下、小
血管、及关节中的尿酸结石分解出来，随人体代谢排出体外，达
到降低尿酸值的效果。
防复发 保护肾 控制尿酸升高

由于 70%的尿酸是通过肾排出的，肾脏受损后，血尿酸的排
泄能力下降，尿酸居高不下，使痛风反复发作。【兰葛降酸茶】独
含的冬虫夏草，可有效地保护肾脏，从而加强排泄能力，抑制肾
脏对尿酸的重要吸收，防止复发。

【中华痛风网消息】北京
航空老专家程大叔， 几十年工
作性质养成了喜爱酒肉的生活
习惯，15 年前痛风突发，尿酸高
到快 600， 经治疗病情稳定，
医生叮嘱他，一定要改改生活
方式。

近年来， 大叔餐餐都要喝
几杯，看身体没什么反映，就又
开始大吃大喝。 前年开始，大叔
发现耳朵上冒出几个小“疙
瘩”，慢慢地，脚上和手上的关
节也爬满了这样的小石头，整
只手像“鸡爪子”一样。 而且晚
上他还常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
睡不着。

吃药伤肾
痛风病更重
看着大叔的病越来越重，

老伴急得不行。 严令大叔忌口，
不准喝酒吃肉， 还每天监督他
按时吃药。 什么止痛药、 降酸

药，大叔大把大把地吃，尿酸当
时稳住了，痛风也好多了。 可一
停药， 过不了多久痛风还是发
作， 而且一次比一次疼， 那些

“石头”还在变多变大。 去年开

始大叔总是尿频，头晕恶心，小
便混浊难闻， 医院诊断肾功能
衰退， 专家说痛风对肾脏损害
很大，加上大量吃药，肾脏受不
了，再恶化极可能导致尿毒症。

弃药喝茶
治好痛风病

“吃药伤肾，不吃药痛风又老
犯，那到底该么办？ ”老伴急着问
专家。 专家推荐说可以试试兰葛
降酸茶，第一，它是纯绿色茶疗，
专治痛风、 高尿酸， 效果好也安
全，规避了药物副作用；第二，能
护肾，在尿酸降到 500以下，单服
此茶既防痛风复发又保护肾脏。

在专家的建议下， 大叔开始
用兰葛茶，才 1个月，小便变清气
味也变淡了。 3个月后，手上和耳
朵上的石头明显变小了， 大叔一
查尿酸，竟然降到 460，他回到家
气愤地把以前的药全丢进了垃圾
篓，口里念叨说：“吃药几年，还不
如喝茶 3个月”。程大叔坚持喝了
一年，不仅痛风一直没犯过，而且
手脚上的痛风石也全不见了，他
说：“现在我又能喝酒吃红烧肉
了，这都是托了兰葛茶的福了！ ”
（详情咨询：0731-86733671）

痛风 高尿酸
喝兰葛降酸茶

兰葛降酸茶根据痛风病最新研究成果， 特别添
加护肾功能明确肯定的虫草， 以排毒解毒的富硒茶
为载体，是痛风间歇期及高尿酸人群的专供药茶。

研究表明，本品———
（1）护肾排尿酸：纠正肾功能排尿酸障碍，增加

尿量，保证尿酸排泄通畅，源头降酸，效果肯定；
（2）碱化尿液，溶解痛风石；
（3）降低血脂，清洁血液，使尿酸更易于从肾脏

过滤到尿排出；
（4）每天尿酸每天排，持久保持尿酸控制在正常

水平。
兰葛降酸茶 6 盒一周期，服用当天见效，大部

分饮用后会有如下明显感觉：1. 增加尿量促进排
酸，喝茶 40 分钟后有尿感，尿量明显增多。 2.从小
便看排酸，服用三天，阴囊潮湿改善，小便由黄浊变
清，泡沫逐渐消失，腥臭味变淡，尿液 PH 值明显改
变。 3.从血中看排酸，服用兰葛茶一周期，大部分人
血尿酸可降低 50-100。

使用三天看不到上述效果，全额退款。

痛风15 年
天天吃药 险些拖成“尿毒症”

原来尿酸 600 多，如今降到 460，兰葛茶救了“酒肉”程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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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东塘楚明堂（神禹大酒店旁）
平和堂药号
火车站阿波罗药店
楚明堂药店
仁寿堂药店
王府井大药房

步行街好又多药号
红星步步高超市药品柜
河西通城新一佳药品柜
望城工农大药房
星沙旺鑫大药房

株洲 株洲健康堂大药房
湘潭 湘潭福仁堂（韶山东路第四中学对面）
岳阳 岳阳为民药店

岳阳友谊药店
常德 常德战备桥大药房
益阳 益阳平和堂药号

衡阳 衡阳国兴大药房
郴州 郴州公和药店
邵阳 邵阳宝康药店
娄底 娄底清泉大药房
怀化 怀化同健大药房
宁乡 宁乡开发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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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

厦航“空姐”自曝被潜规则
厦航：已派员调查 网友：无风不起浪，故事肯定有情节

都市拍客

@三湘都市报：【“万嘉丽”
路？】长沙有条“万嘉丽”路，你
知道吗？不信，请看路牌。“嘉”应
为“家”吧。希望有关部门关注一
下。长沙市类似的路牌还有多少
呢？（图/文@勇士发烧友）

提醒

@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北京
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烤
串吃成鼠药中毒】一患者皮下瘀
斑、血尿、流鼻血不止来急诊，查
凝血功能严重异常。送检证实鼠
药中毒，但患者断定绝无别人投
毒可能。仔细询问病史，之前曾
吃过街边烤的肉串！有的不良商
贩拿死耗子、死猫、死狗做羊肉
串，殊不知这些动物可能死于鼠
药，人吃后，竟然间接鼠药中毒！
（发表时间：8日凌晨。截至8日晚
已转发8万多次）

@急诊科女超人于莺：【有
必要澄清】烤串吃成鼠药中毒是
个案， 没必要质疑整个烧烤业，
毁了很多人的生计。

@重庆晚报：【厦航“空姐”自曝遭
领导潜规则】“寂静和黑暗的房间仿佛
在暗示我无知的后果。 我现在绝望之
极，想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这到底是为
什么!”近日，厦门航空“空姐”王某在
网上发帖， 称被厦航的一位领导曹某
潜规则，并将事发经过详细描写，还贴
上自己的照片和被撕烂的衣服。5月8
日，厦航发出声明，表示已派员调查。
厦航在声明中表示， 曹某对此事坚决
否认，并表示将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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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丫迈步童鞋屋：哎！这年头长得漂亮不安全啊！
@破天2012轻狂：无风不起浪，故事肯定有情节。
@有理说不通：不会这个领导是临时工吧。
@浙江龙游招商局王：这不是潜规则，按空姐如此表述，应

算强奸！
@立哥:谁会拿自己的声誉开玩笑。
@nbiicc：一定闹矛盾了。
@吕老弟：世道很乱，真假难辨！水很深！
@wbzsp：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
@学太空步的男孩：这帮色人，应该给这种好玩潜规则的

人专门制定一条法律。
@郑咸鱼_Eric：我觉得曹同志可以报警，而不是表示要报

警，不报警鄙视你！

？

｛
网友发布的被撕烂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