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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喘痰患者 请注意

神经生长因子康复脑病 奇迹一个接一个

我们保证：① 三周期
康复您的老慢支， 老哮喘，
肺气肿，肺心病等各种咳喘
疾病；消除咳 嗽、咳血、胸
闷气短、呼吸困难、哮鸣音、
憋气乏力、心慌气短、呼吸
衰竭等症状；

② 不再咳得头晕目
眩，不再喘得脸红脖粗，不
再有 “拉风箱声和咕噜
声”，不必担心一口气上不
来就过去， 让您呼吸轻松
又顺畅，不怕天凉、油烟、
过敏， 能跑步游泳、 下厨
房、睡好觉，省下上万元的
医药费， 让你重享健康幸
福生活！

你一定会问：“这是
真的吗？ ” 当你亲身体验
“虫草利肺胶囊” 的效果
时，你就会发现，效果绝对
真实，如果服用 5 天内，自
我感觉无效， 不用承担一
分钱损失， 将剩余产品全
部退回（包装完好），我们
将全额退款！

如果你咨询后决定
订购， 我们为你提供优
惠———买 3送 1、买 5送 2

虫草利肺精胶囊用
顶级冬虫夏草入药 ， 针对
肺病根源 “肺泡衰竭”，达
到治肺、补肺、防复发三效
合一，经全国 25 家三级甲
等医院临床验证， 总有效
率非常之高， 是中华肺病

协会指定用药，在 2012 年
被卫生部评为国家级新
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服用当天， 咳止了，
喘停了， 浓痰黄痰变的清
稀， 喉咙发痒发紧的现象
消失，呼吸不再紧张困难，
当晚可以轻松入睡， 不会
被咳喘憋醒。

服用 7-10 天， 衰竭
的肺泡慢慢复苏， 咳出沉
积多年的痰毒垃圾， 喉咙
清爽，呼吸顺畅，胸不闷，
心不慌， 气不短， 浑身轻
松。 夜里能平躺睡觉，干点
重活、走点远路、活动及上
下楼时不咳不喘， 抵抗力
大大增强，体质明显好转。

服用 30 天， 衰竭的
肺泡被激活， 肺部功能恢
复正常，咳嗽、浓痰、气喘、
气短消失，能深呼吸、能屏
气、能下厨房炒菜，油烟、
粉尘刺激和变天感冒的症
状有效改善，自由呼吸，面
色红润，精神抖擞，旧肺换
新肺，十年、几十年的老咳
喘、老肺病康复。前列腺特效制剂进入中国

尿频、尿急、尿不尽 试试美国原装进口博立泰

补肾几十年 不敌肚脐一贴膏

咨询热线（0731）

85531177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经销地址： 东塘养天和星城大
药房、五一广场平和堂药品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奥克
斯广场平和堂药品柜

从上世纪中期， 国际医学界已清楚
的认识到： 脑病的根本病因是因脑缺氧、
外伤、老化而导致的脑神经受损、身体部
分失控； 只有改变脑组织细胞缺氧状态，
营养活化脑神经细胞， 促其新陈代谢，修
复受损脑神经，才是让脑病患者实现康复
的关键。

1986 年 ， 意 大 利 著 名 科 学 家
Levi-Montalcini 首次稳定提取 NGF 并反
复试验，证明了神经可以再生，这一成果
让她在获得第八十六届诺贝尔医学奖的

同时，也将脑神经再生修复的研究从希望
变成了可期待的现实。

2009 年， 北京脑聪生物科技与江西
医学院经过十年通力合作，终于利用全新
的生物提取技术，从与人脑亲近性更好的
猪脑中成功提取出生物活性好、效果稳定
的 NGF,�国家检验部门特别在说明书上
标注了这一成分。

重要通知：江西医学院、北京脑聪生
物中心正在我省举行“寻脑病患者特别救
助”活动，除赠送最新康复资料和相关制

品救助外，还特请脑病专家针对不同脑病
患者的病因病情制定针对性康复方案，请
脑病患者报名参与。

详情咨询：400-005-1112
神经生长因子 NGF 主要分布于海马和大

脑皮层， 是一种神经系统必不可少的多肽类蛋
白质。 脑病患者补充 NGF 可促进神经细胞存
活、生长、分裂，调节系统发育、成熟，维持神经
细胞功能。 此外，NGF 还可阻止神经元损伤后
死亡，促进神经元修复、轴突、再生，调节可塑性
及神经传递等，促进患者再生修复脑神经。神经
功能恢复了，患者的障碍自然消除。

美国“博立泰”是拯救前列腺的原
装进口特效制剂， 它采用百倍浓缩的“β
谷甾醇”对抗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提高
性功能，弥补了目前前列腺处方药以及保
健品无法同时治疗前列腺炎及肥大的不
足。 他是美国医生推荐第一品牌，100%天
然安全。 该制剂以氨基酸、松果、番茄红

素、南瓜子等 9 中植物素为原料在-30 度
低温下迅速凝固药物活性分子。患者一旦
服用就会平衡男性睾酮的含量，七天左右
开 始 消 除 前 列 腺 炎 及 肥 大 症 状 。

公司通过美国 FDA (注册号码
125044337842) 的安全认证和 GMP 认
证， 是全美健康协会长达 30 年会员，所

有产品均活动美国纽约州卫生署办法的
安全生产、 销售许可证 （证书号码：
CFBP2011）。

咨询热线：0731-84132797
指定经销地址：长沙蓝色地标大药房

优惠活动：买 2送 1

同样的生活条件下，为何有的男人
70 岁仍然精足力猛， 有的男人才 40-50
岁却阳痿不举、举而不坚？ 为何有些人换
着吃中药、西药补肾，壮阳不见效，但也有
人不用吃药，贴张膏药就能好？

补肾膏药劲勃振阳贴， 采用康熙朝
御用名方，肚脐给药，安全方便快捷。 一贴
用 3天，经全国多家三甲医院男科反馈：肚
脐膏药劲勃振阳贴内病外治， 性腺双修，
阴阳同调，两虚同补，可同时解决肾阴虚、
肾阳虚问题。 患者一般使用 2-6贴：腰酸

背痛、神疲乏力、畏寒肢冷、腿疼泛酸等症
状消失。 8-12贴：性欲衰退、精神不振、夜
尿频多、 失眠健忘可治疗。 10-20 贴：盗
汗、阳痿、早泄、前列腺炎、脱发掉发逐渐康
复。30贴：腰膝健壮、劲头十足、收缩有力，
固命门、壮男根。

为了鼓励男人重拾信心， 劲勃振
阳贴为全国患者减免治疗费用，每个城
市仅限打进电话前 100 名， 如果您有肾
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如果您不
想壮阳药或已有抗药性 ， 马上拨打

0731-82063277、82178177 申请购买即可
享受原价 98 元/盒，现价 39 元/盒，并且
买 10 赠 1、买 20 赠 5 优惠。 用科技战胜
病魔，赢得男人的曙光。

��买10赠 1����买 20赠5
咨询电话：0731-
82063277 82178177

销售地址：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火星镇
楚明堂大药房、 芙蓉广场家乐福药品柜、狮
子山新一佳药品柜、井湾子大润发药品柜

豫医药广审（文）第 2013010028 号

赣食健广审（文）第 2013050008 号

吉药广审（文）第 2013080009号

老年痴呆 脑瘫 帕金森 癫痫 脑中风√ √ √ √ √

欧盟“失去耐心”

负责扩大与睦邻政策的
欧盟委员斯特凡·菲勒在微
博客网站上说， 乌克兰总统
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及其政
府在联系国协定上“越扯越
远”，乌方就协定条款所提意
见“事实上没有理由”。

“工作暂停。”菲勒写道。
欧盟将暂停与乌克兰谈判，
直至乌方表现出“明确诚
意”，严肃对待联系国协定。

路透社解读， 菲勒上述
表态表明， 欧盟对乌克兰索
要金融援助的作法失去耐
心， 也对被迫卷入与俄罗斯
的“乌克兰争夺战” 感到恼
火。

乌克兰原定上月底签署
联系国协定， 却于11月21日
宣布暂停相关筹备工作，在
全国多地引发抗议。 总统亚

努科维奇定于17日前往莫斯
科， 会面俄罗斯总统弗拉基
米尔·普京。亲欧盟的示威者
担心， 亚努科维奇进一步向
俄罗斯靠拢。

对此， 乌克兰总理尼古
拉·阿扎罗夫重申，欧洲一体
化是乌克兰政府优先事务，
“我们被告知，加入欧盟和关
税同盟的大门都向我们打
开……好消息是我们能够选
择， 而且我们选择了欧洲一
体化”。

乌克兰想“两面取巧”

分析师认为， 乌克兰政
府暂时搁置欧盟联系国协
定， 可能是试图在欧盟和俄
罗斯之间“两面取巧”，争取
更为有利的协定条款， 又在
俄罗斯天然气进口上获得更
多实惠。

乌克兰总理尼古拉·阿
扎罗夫上周要求， 欧盟在乌
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之前，
先同意予以乌方200亿欧元
（275亿美元）贷款，以弥补乌
方可能从俄罗斯失去的好
处。俄方先前承诺，如果乌克
兰加入俄方主导的关税同
盟， 俄方愿以更低廉价格对
乌出口天然气。

欧盟拒绝了这一要求，
称从长期来看， 乌克兰将从
欧盟贸易壁垒的消除中获
益。瑞典外交大臣卡尔·比尔
特15日重申， 欧盟联系国协
定的条款不会改变， 乌克兰
签署协定的大门已经打开，
“一切就绪，任何时候都可以
（签署）”。

比尔特是乌克兰加入欧
洲一体化的坚定推动者，先
前多次到访乌克兰首都基
辅。

日本驻也门大使馆15日证
实， 一名日本外交官当天在也门
首都萨那遭袭受伤，险些被绑架。
日本驻萨那大使馆一名发言人
说， 这名外交官当天清晨在萨那
的哈达区遭袭，至少身中5刀。

路透社援引也门安全官员的
话报道， 这名日本外交官头部和
臂部遭刺伤， 袭击者使用的凶器
是匕首。 目击者说，6名蒙面男子
在一条小街上袭击了这名外交
官， 袭击地点距日本使馆所在地
大约250米。法新社援引目击者的
话报道， 多名袭击者合力将这名
日本外交官拖出汽车， 其中一名
袭击者用手枪柄砸外交官的脑
门， 其他的人用刀刺伤这名外交
官。

使馆发言人说， 不清楚袭击
的目的是否是绑架外交人员。路
透社则报道， 这名外交官因抵抗
绑架而遭刺伤。 ■据新华社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13
日威胁起诉拟定条款的乌克兰
官员， 称他们把乌克兰经济置
于威胁之下，“违背了国家利
益”。欧盟轮值主席国立陶宛的
外交部长利纳斯·安塔纳斯·林
克维丘斯15日在微博客网站留
言， 要求乌方澄清亚努科维奇
上述说法。

这份有待签署的联系国协
定历经多年协商， 准许乌克兰
加入以欧盟为主体、 包含挪威
等非欧元国家在内的自由贸易
区， 被视作乌克兰加入欧盟的
重要一步。 然而， 对乌克兰而
言，“向东”还是“向西”都不容
易选择。

乌克兰东与俄罗斯接壤，
西邻欧盟国家。 对于志在东扩
的欧盟和意图保住苏联解体后
战略纵深的俄罗斯来说， 乌克
兰的地缘政治地位非常重要，
一直以来都是俄欧极力争取的
对象。 ■据新华社

日本外交官也门遇刺

乌克兰“向东”
“向西”

政府暂时搁置欧盟联系国协定
试图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两面取巧”

欧盟委员会官员15日表示，由于乌克兰政府在签署联系
国协定方面与欧盟“渐行渐远”，欧盟将暂停推进与乌克兰的
协定签署筹备工作。 “向东”还是“向西”？

欧盟负责扩大与睦邻政策事务
的委员斯特凡·菲勒。

乌克兰第一副总理谢尔盖·阿尔布佐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