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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免费发放原装进口虾青素★好消息★

虾青素的价值和功能得到了大家
一致认可，可是选择虾青素毕竟不能盲
目，那么销量前茅的虾青素品牌是什么
呢?正是这款堪称世界“黄金质量标准”
的天然虾青素！它是韩国技术生产的天
然正品虾青素，已有 27年的生产历史。
为了使更多的朋友领取，每人最多领取
一年量，先到先得。

报名电话：400-6096-968

快来领取
韩国天然正品虾青素

韩国虾青素
“五抗”奇效集于一身

如果说今年最火爆的产品是什么， 那就当属
韩国天然虾青素了， 消费者只需通过拨打
400-6096-968就可申请天然虾青素体验礼包，最
大体验包可使用 1年。

很多人都知道，增强免疫力吃维生素，降糖吃
蜂胶，抗氧化吃辅酶 Q10，抗肿瘤吃灵芝等等。 当
人们遇到虾青素的时候，这种缺啥补啥的观念，彻
底颠覆了。 虾青素独有的“抗氧化、抗衰老、抗疲
劳、抗肿瘤、抗炎症”五大奇效，足可以让人类告别
任何保健药品， 单服虾青素就可以解决诸如此类
的问题。

韩国纯天然虾青素是利用先进的研发技术加
上优越的地理环境， 共同创建了全球最大的虾青
素生产基地。 韩国洁净的天空、清洁的水源、相对
温和的气候都是纯天然虾青素最理想的天然培育
地。韩国顶尖技术和特有的自然环境相结合，生产
出的天然虾青素具有其他产品无法比拟的优势和
功效。

服用过韩国天然虾青素的朋友，无论是中老年
人、还是年轻消费者，通过几个月的尝试，身体各
系统功能得到明显改善：

如对于人体的神经系统、 心脑血管系统类疾
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能延缓肌肤衰老、阻止皮肤

老化;能减少关节氧化损害、提高肌肉耐受力，迅速
恢复运动疲劳;能有效清除自由基，对瘤病因子的
生长有直接抑制作用等。

逆转衰老
吃和不吃绝对不一样

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德华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
明，人一生实现长寿的机会只有 2 次，一次是受精
卵形成之时，99%的人都错过了。 另一次则是虾青
素。

虾青素在中国上市已经十余年， 服用的人次
早已超过数百万，北京、上海各地的反馈，赞不绝
口：“失眠 8 年了， 吃了虾青素才 3 天， 就能睡着
了！ ”

“眼睛不迷糊了，没有飞蚊了，这才吃了 7 天，
再吃上两个月，白内障、青光眼也都能治好了！ ”

“血压几天就降下去了，原来吃的西药，该停都
停了！ ”

“不起夜了，尿尿欢畅了，小肚子热乎乎的，感
觉回到了 20岁！ ”

“吃虾青素，不比今天，不比明天，就比一个月
以后，就比 10 年以后，比 60 岁以后，吃虾青素的
朋友都不会因疾病而苦恼。 ”诸如此类的赞美，比
比皆是。 仅仅长沙市就已经有数万人得到了证实，
全国已经有多达数百万人，因虾青素而康复，吃虾
青素已经得到证实的效果包括很多；

1、高血压、心脏病、高血脂、中风，能清血养
血；虾青素中的特殊成分，具有改善血液循环、降
血压、血脂，消除心脑并发症的功效，清除血液中
垃圾毒素自由基，激活心脑细胞自我修复能力，血
压一吃就降，头晕、胸闷随即消失，对中风的康复
有确切效果；

2、风湿骨病再也不用贴膏药了；虾青素能舒
筋活络，祛寒除湿，把体内的寒湿逼出体外，因而
一般的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往往 3 个月就能
不药而愈；

3、肠胃疾病，一个月就有效果；如果你食欲差
或者肚子胀、打嗝、胃酸、胃痛、恶心呕吐等，吃虾

青素一吃就灵，比吃胃药、消炎药还来的快，口腔
溃疡也能马上见效；

4、无论何种便秘，都能一周内通畅；很多人都
是上午吃虾青素， 下午便秘就畅通， 晚上吃虾青
素，第二天就畅通，最慢的，一周之内都畅通清爽；

5、清理男人前列腺，不再尿频尿急；吃虾青素
清除前列腺里的垃圾毒素，不仅撒尿舒服，男人肾
功能恢复也很好；

6、对高血糖的稳定作用，比蜂胶强许多倍；虾
青素对血糖的稳定作用， 比吃蜂胶和比注射胰岛
素都强；对糖尿病并发症有抑制作用；

7、抗肿瘤，大幅度缓解肿瘤放化疗损伤；对放
化疗的抵抗，远远好于灵芝、虫草能传统产品，还
能将肿瘤细胞逆转为正常细胞，尤其对皮肤肿瘤、
食道肿瘤，效果更好；

8、预防和治疗白内障等眼病；虾青素能修复
眼部的毛细血管，修复眼内的视觉神经细胞，对白
内障、青光眼等有预防和治疗作用；

9、提高免疫力，不感冒、不咳嗽、不瞌睡；即使
天气变化，也不会感冒，嗓子不容易发炎，整天精
神百倍，对术后、产后康复者都有很好效果；

10、白发变黑，色斑变淡，延长寿命；虾青素被
誉为地球上最佳的抗衰老物质， 很多人还有返老
还童的现象出现。

赶紧打电话！
天然虾青素来电申领

此次韩国高品质虾青素面向全国开放体验，

这无疑是惊爆重量级炸弹， 势必让虾青素市场再
创新高。 为了让更多人能早日体验到韩国天然虾
青素，即日起在湖南特别举办一次“虾青素体验”
爱心推广活动，见此通知请立即拨打热线，每人就
能最多领取一份一年用量的天然虾青素（市场售
价一年是 7176 元），本次是产品体验活动，仅需支
付本品的进口相关税费和运费。

为什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事？ 原因很简单，厂家
意在希望有更多的人体验后， 用事实来证明韩国
天然虾青素确实与众不同， 因为百姓的口碑宣传
比花钱打多少广告都有效。 活动只限这一次，请广
大想体验虾青素的朋友相互转告，积极行动，抓紧
时间领取，勿失良机！

抗氧化：虾青素抗氧化作用远超同类物质
几十甚至几百倍

抗衰老：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抗衰老销量领军
的产品

抗疲劳：虾青素能有效提高免疫力，提高机体
功能
抗肿瘤：虾青素是唯一能通过血液、视网膜屏

障的健康品
抗炎症：对十大病症，几十种症状有确切效果

虾青素“五抗”奇效

400-6096-968免费申领
报名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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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靠抽签决定对手的比
赛来说， 真正的下下签就是，无
论是哪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签表
对面那个狰狞的对手。比如阿森
纳和拜仁， 比如曼城和巴塞罗
那。当然，对于中立的球迷来说，
这样的签便是上上签。

北京时间16日晚， 欧冠1/8决
赛抽签仪式进行。由于曼城、阿森纳
和AC米兰三支豪门在此前只获得
各自小组第二， 其他豪门则悉数拿
到小组第一， 因此淘汰赛首轮出现
豪门之间“死亡对决”的几率猛增。

果然， 曼城第一个被抽出，

作为欧洲足坛新贵，他们的对手
居然是过去几年曾横扫欧洲的
巴萨。AC米兰的签运相对较好，
他们的对手马德里竞技可谓8个
小组第一中经验较为欠缺的一
支。 阿森纳最后一个被抽出，他
们的对手则是去年欧冠巨无霸
拜仁慕尼黑。

欧冠1�/8决赛首回合明年2
月18日、19日和25日、26日举行，
次回合明年3月11日、12日和18
日、19日举行。此后，晋级8强还
将进行一轮抽签，决定半决赛对
阵与分区。

广州恒大球员终于得偿所
愿。在北京时间12月15日世俱
杯的1/4决赛中， 他们以2∶0战
胜非洲冠军阿赫利队， 成功闯
进半决赛， 将与拜仁过招的愿
望得以实现。 在这场胜负预测
一边倒的半决赛中， 恒大主帅
里皮表示， 球队有百分之一的
希望赢球，即使不能赢，也要让
拜仁记住恒大。

18日凌晨与拜仁这一战，
大概是中国足球在2002年世
界杯后最高规格的一场比赛，
亚洲球队要在正式比赛中碰上
欧冠冠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不过据拜仁的新闻官霍尔
维克介绍， 罗本和施魏因施泰
格将因为伤病缺席本场比赛。

对于广州恒大， 拜仁球员

坦言，除了主教练里皮，他们并
不了解。 不过拜仁很重视这场
比赛，在15日踢完与汉堡的德
甲联赛后，连夜赶到了摩洛哥。
在1/4决赛中， 恒大前场3名外
援表现出色， 埃尔克森和孔卡
取得了进球， 拜仁主帅瓜迪奥
拉显然知道这一点， 并有所忌
惮。在摩洛哥的首练中，他给中
后卫丹特开了小灶， 单独指导
了20多分钟。

博彩公司开出了拜仁让
2.5球的盘， 也就是拜仁赢3球
才算赢。 不过恒大将士显然不
会束手就擒， 主帅里皮说：“与
拜仁队这样的顶尖球队交手
100次可能会输掉99场， 但也
许会赢得1场比赛。”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涛

就算找抽，也要和拜仁踢一场
今夜就来看看，如何让拜仁记住恒大
18日3:30�世俱杯半决赛 恒大VS拜仁 CCTV5直播

竞彩推荐
500彩票网专家推荐：①恒大（+2）胜/负拜仁+赫塔菲胜赫罗

纳，投注100元，预计奖金165元/132元；②莱万特胜维尔瓦+桑德
兰负切尔西，投注100元，预计奖金206元。

赛事直播表
12月17日（周二）
08:30�老鹰VS湖人 新浪直播
11:30�快船VS马刺 CCTV5
12月18日（周三）
03:30�世俱杯半决赛 恒大VS拜仁 CCTV5
09:00�灰熊VS湖人 CCTV5
10:00�掘金VS雷霆 新浪直播
12月19日（周四）
03:30�世俱杯半决赛 卡萨布兰卡VS米涅罗竞技 CCTV5

欧冠16强对阵
曼城 vs�巴塞罗那
奥林匹亚科斯 vs�曼联
AC米兰 vs�马德里竞技
勒沃库森 vs�巴黎圣日耳曼
加拉塔萨雷 vs�切尔西
沙尔克 vs�皇马
圣彼得堡泽尼特vs�多特蒙德
阿森纳 vs�拜仁

（列前者先打主场）

就算不情愿，也要和拜仁抽在一起
欧冠16强对阵，阿森纳遭遇拜仁，曼城死磕巴萨

抽
签
嘉
宾
菲
戈，

还
真
有
杀
伤
力。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陈普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