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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蛾温肾口服液救助热线 0731-

82432821

救 助 公 告
为了让广大前列腺疾病患者尽早治好病，少花冤枉钱，现“参

蛾温肾口服液”公益救助活动来到湖南，活动期间：买 20 赠 15，买
10赠 5，买 5赠 1。

救助活动仅限 4 天（11 月 16 日 -11 月
19日），救助名额只有 300名。现抓紧时间打
进电话就可以享受国家救助补贴， 花最少的
钱，用最好的药，彻底治愈前列腺疾病。

医学界如何看待黄老邪祖传秘方
协和医院泌尿科治疗中心

李明宇博士： 与以往的前列腺
治疗方法相比，黄老邪的“一通
二排三收缩疗法”非常实用，具
有其他治疗方法无法比拟的三
大优点：

一奇方：它是难得一遇的清
宫治邪症秘方，近 300年的疗效
验证，效果非常好，一次治愈，不
再复发，完全替代手术实现药物
治前列腺疾病“一把刀”。

二奇药： 所选药材全是奇

珍异材，药性高、活性大；加入
多种黄氏秘制猛药，药效猛、起
效快；采用离子雾化技术生产，
药物离子仅 1 纳米大小， 又以
传统汤药提纯制成口服液吸收
率达到 99.9%。

三奇效：它是从前列腺疾病
根源入手，通尿道、排腺毒、收
缩括约肌，全面消除前列腺炎、
阴囊潮湿、阳痿早泄、前列腺增
生、肥大引起的尿频尿急、尿滴
沥、尿滴白等排尿不适症状。

“参蛾温肾口服液”效果真有这么好

乾隆御医继承人———黄老邪

□√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肥大及其引起的尿频尿急、尿不尽、
尿等待、尿无力、排尿困难、尿滴白、尿线细、夜尿多等排尿不适症状
阴囊潮湿 阳萎、早泄 腰膝酸软 神乏无力

□√

□√ □√□√ □√

只需三副药，
康复前列腺 十拿九稳
———走进京城“乾隆御医”继承人黄老邪和治前列腺

祖传秘方
前列腺和肾虚都属我国中老年男性人群高发病种，传统治疗无非有两个办法，一是以消炎为主，用西药

抗生素治疗通常不彻底、不去根；另外就是服用一些仅有免疫调节功能的保健品，效果更是离谱！ 这种现状
引起我国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

近日，在北京召开的第 19届“前列腺疾病治疗与研究”专家研讨会上，名震京城的乾隆御医第 12 代继承
人黄老邪语出惊人：“通腺加收缩，排尿浅水花”，让在场的近 200位专家惊愕。 带着诸多的疑问，我们走近当
事人———黄老邪。

笔者说， 黄老给人的感觉，满
头的银发， 但精神矍烁， 声音宏
亮， 说起他的治前列腺的祖传秘
方，黄老是一脸的欣慰。 回想起无
数曾经找他治疗前列腺的人们，
都会抱怨多年治疗不愈的经历和
苦恼， 对于黄老的这个秘方也是
满脸疑问，但使用 3-5 天，尿频尿
急都有所改善， 前列腺肿胀感明
显减轻。 只要坚持按周期服用，少
则半月多则月余， 前列腺疾病都
得到康复。

黄老不无感慨的说到关于这

个祖传秘方：“我家世代皆为医。专
门供奉皇上的， 乾隆爷还赐过黄
马褂。 在宫里的御药房，这老黄家
不看别的病， 是专给皇上看“邪
症”的。 在清宫之中，前列腺疾病
常常是难以启齿的疾病， 所以被
称为“邪症”。 但凡是和下三路有
关的病，到了咱们黄大师手里，是
治一个好一个，治两个好一双。 这
个外号在我们家已经有近 300 年
了，到我这还叫“黄老邪”，已经十
几代了。我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给别
人看病，尤其是看到患者康复后开

心的样子，让我终生难忘。 我想也
不光是为了让祖传事业发扬光大，
而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更多被前列
腺顽疾困扰的人们从此过上健康
的生活。 ”

至于这个祖传的治疗前列腺
秘方，黄老信心十足，别的我不敢
说， 不管多复杂多严重的前列腺
疾病， 只要坚持服三副药就能药
到病除。

百年祖传秘方，用事实说话，
用疗效见证，这才是真理。

百年祖传秘方 敢叫板治一个好一个
“当年在我们北京城，黄老的

前列腺祖传秘方那真是一绝，还
有很多外地慕名而来的， 凡是有
这个毛病，你就找黄老邪，很多大
医院治不好的， 只要黄老邪三副
药一治准好。 ”常年居住北京城 65
岁的刘大爷告诉笔者。

黄老说， 治疗前列腺疾病是
我黄家的独门绝活，60 多年了，我

一直坚持坐堂行医，无论贵贱，让
患者减少痛苦；另外，我不断地改
进家传奇方，制成好药，让患者尽
快康复。 现在看来，我的努力没有
白费， 并且已经被国家药监局正
式批准命名为“国药参蛾温肾口
服液”，获批国药准字 B20040010，
国药“参蛾温肾口服液”在祖方的
基础上进行不断研究与改进，并在

生产工艺上引进了国际最先进的
“透膜”工艺，使其价格和疗效都达
到了国家标准， 不管是尿频尿急，
前列腺炎， 阳痿早泄或是腰膝酸
软，神疲乏力，前列腺增生、肥大等
引起的各种排尿不适等，很多前列
腺病人在医院花了好几万也看不
好， 到我这只要 3 副药下去就好
了，一次治愈，就不再犯。

只要没发展成前列腺癌，就能治好你的前列腺疾病
黄老说，国药“参蛾口服液”康

复前列腺只需三个阶段：
阶段一： 精选 4 虫 11 草名贵

成分入药， 浓缩国药精华原液进
入前列腺腺体、性腺、膀胱后，就
像洗涤灵清洗油垢一样， 冲刷堵
塞在腺管内的毒素，再通过尿液，
将茶黄色毒素排出体外。

阶段二：有其它产品所不具备

的成分，那可是名副其实的“国宝
神虫”。“雄蚕蛾”除了能营养前列
腺腺体外，还能使肿胀、肥大的前
列腺回缩正常。

阶段三：“参蛾口服液”中的九
香虫、淫羊藿、人参、蛇床子、鹿
茸、 肉苁蓉等 4虫 11草的提取物
开始对前列腺、性腺、膀胱的括约
肌起效，恢复其收缩肌功能，稍加

用力就有反应， 完全听从大脑指
挥，达到想尿就尿，尿得干净，夫
妻之事得心应手， 阳痿早泄快速
远离的境界。

所以，无论是前列腺炎，还是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 总之，凡
是没有发展到前列腺癌的，不超过
三副药全能治好。

《华夏医学典籍》对参蛾温肾
汤描述如下：“此方药效迅猛、药力
强劲，组方成分价格昂贵。 服用一
副药，小便灼热，刺痛，尿急，尿不
尽，尿色赤黄，阴囊潮湿完全根断；
二副药清热利湿，活血祛瘀，温肾
固本，精力旺盛；三副药更可恢复
增生腺体、益气生精，老年得子者
屡见不鲜，被誉为一方神药。 ”

黄老说， 参蛾温肾汤有两怪：
一是活虫配鲜药，四虫十一草。 参
蛾温肾汤里的这“4 虫 11 草”，尤
其是雄蚕蛾， 那可是名副其实的
“神虫国宝”。 李时珍《本草纲目》
描绘：“雄蛾性淫，岀茧即媾，交接
不倦”。 所以雄蚕蛾有“壮阳事、止
泄精、利尿清毒”之功效。 但关键
是交配过的雄蚕蛾就失去药效
了， 所以必须得要刚刚生出的入
药才行。“参蛾口服液”以非洲原
产雄蛾性腺提取物为主要成分，因
雄蛾产量少尤显珍贵，再配以九香

虫、淫羊藿、人参、蛇床子、鹿茸、肉苁
蓉、韭菜子、熟地黄、巴戟天、补骨脂、
菟丝子、蛤蚧、枸杞子、肉桂等共计 4
虫 11草，其药力迅猛，功效持久。

二是熬汤用泉水， 京郊玉泉
山： 参蛾温肾汤熬制非常讲究，都
是用京郊玉泉山的泉水，因为这儿
的水含有钙、铁、铜、锌等多种矿物
质，使药效发到极致。 若想了断病
根，只需三碗参蛾温肾汤，也就是
参蛾温肾口服液三副药的药效。

数百万康复患者体验如下：
“参蛾口服液”服用 3天后，排

出茶黄色浑浊尿液，表明腺毒正在
逐步被排出。 随后肥大的前列腺开
始消肿，逐渐回缩到原有大小。

服用 15 天后， 尿路通畅，尿
频、尿急现象减轻或消失，小便有
力，会阴坠涨感消失，夜尿次数明
显减少，腰部温热，疲乏感全没了，
早上有明显的晨勃现象。

坚持服用三副药：前列腺不适

症状全部消失， 增强雄性激素分
泌，使男性器官二次发育，增大、增
粗、增长，对性生活兴趣大增，夫妻
之间得心应手，酣畅淋漓。

长期服用： 夫妻生活如鱼得
水，身体机能恢复年轻态，生活充
满激情！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参蛾口
服液”富含“腺肽酶”，经与人体电
解质结合，形成 50倍超强渗透力，
360 度全方位进入腺体脂质包膜，
有效回缩增生腺体、 激活性腺机
能。 并形成强大“腺毒抗体”，完全
抵御病毒病菌再次入侵， 避免症
状复发。

■特别提示：【参蛾温肾口服
液】 为正宗国药准字产品， 轻症
1-2 副药、重症三副药治愈，敬告
患者彻底治愈前列腺疾病请按疗
程服用！

“参蛾温肾口服液” 咨询热线：
0731-82432821

雄蛾入药，治腺强肾真霸道,一次治愈不复发！

黄老说，这 60 年里，经我
治愈的患者不下 10 万，没一有
复发的。 现在我给大家举几个
普通的病例。

德胜门外有一位贾先生，
30多岁，得的是尿毒症，住了 3
年的医院，花了 20 多万，病情
不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经街
坊亲戚找到了我。 当时我一看
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贾先
生还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病。 治
疗尿毒症得把病毒从尿液中排
出去， 而贾先生因为前列腺病
导致尿潴留， 长期的排尿不畅
反而让病毒回流到膀胱、肾脏，
这尿毒症怎么也治不好。 他开
始服用参蛾温肾口服液， 等服
用到第 3副的时候， 尿毒症就

减轻了很多， 因为他的前列腺
病好了，排尿顺利，病毒都排出
了体外，尿毒症自然好了。

还有一个河南的韩爹爹，退
休教师，65 岁，尿频尿急 3 年，
韩老师说：“前几年得了慢性前
列腺炎，尿急、尿频、尿无力，小
便经常尿在鞋上， 朋友们笑称
为‘尿频哥’。 中药西药都没少
吃， 可这尿频的毛病从来没好
过。自从服用了“参蛾温肾口服
液”，才 3天尿频的次数就明显
好转啦，尿等待、尿不净也减轻
了，一副药下来症状基本消失，
困扰多年的老毛病三副药就好
了，如今上公厕，距离小便池 1
米开外都能尿的进去。 ”

黄老说， 我从医近六十年
了， 对每一个患者我都是一样
的，不管你是当官的，有钱的，
还是贫民百姓， 我从来不会糊
弄。 我家的祖训就是“医为仁
术，济世活人”。

谁也不是神医， 在治疗上
我们也有我们的原则， 只要还
没发展成前列腺癌， 我就能治
好。 患者也应该把心态放松下
来，因为我说三副药能治好，如

果治不好，或是四副，五副才能
好， 在我们祖辈可是欺君之罪
呀。我给人看病从不强求患者，
你要觉得好, 就告诉街坊四邻
都用这药；要是觉得没用，也告
诉别人，别上当！ 但是要用，就
一定要坚持用完三副药， 别中
间换来换去的，那还不如不用。
光买一盒试试，真不如省下钱，
卖肉吃呢！

没试过黄老秘方，就别说前列腺治不好

以前， 参蛾温肾口服液因
原料稀有昂贵限量供应并一直
只限定在一定级别中使用，从
不对外销售，大多数前列腺、肾
虚患者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

如今，黄老邪的“参蛾温肾
口服液 " 由国家相关主管部门

巨资引进解决原料问题并指定
大连金泉宝山药业独家生产，
并以成本价在全国各地相继推
广， 黄老邪向广大前列腺患者
承诺：只需三副药，即使顽固的
重症患者在服用国药“参蛾温
肾口服液”都可实现完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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