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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今日聚焦

男性·健康

王先生年轻时精力旺盛， 但由于长期在外出差，养

成了不良习惯，结果四十岁就已经力不从心，虽然能勃

起，但是半路熄火，草草收兵。 老婆说他们是半路夫妻。

年前老王听北京朋友说锁龙液专业治早泄，便托人从北

京带来 8盒，用了半年时间，现在又好像回到年轻时候，

每次能持续 30-40分钟，精力无限！

现在，各类补肾广告铺天盖地！早泄需补肾？北京协

和医院著名男科大夫曹简笑着告诉笔者， 方向错了，部

分男性龟头神经较脆弱，在前列腺炎，手淫等外因刺激

下极易分泌过敏酶，令龟头异常敏感，易兴奋勃起，连续

抽动易射精，形成早泄。 早泄是能勃起但时间短，病根是

神经太脆弱，而补肾解决的是无法勃起、阳痿，病根是肾

虚，补肾产品上千种而国家专文批准脱敏根治早泄的却

只有 1种-- 仁青甘露锁龙液它

是国内唯一脱敏治疗前列腺型、

手淫和衰老型、体质型等各种早

泄的产品， 该产品不需口服，不

麻醉，安全可靠。

仁青甘露锁龙液原料均采

自 3800米雪线以上的雪域高原

的藏区，绿色无污染，藏秘炮制，

令药液更具穿透力，玛仁果那等

君药渗透龟头后能迅速杀灭过

敏酶，当晚即达到延时数十分钟，哇夏嘎、藏丁香等臣药

则可以持续滋养脆弱的性神经，令其强韧后永不分泌过

敏酶，患者仅需清晨向龟头轻轻一喷，原浆药液渗入龟

头直入病灶，12小时持续深度治疗（白天），当晚各类早

泄患者的时间即可延长至 30分钟以上，2、3分钟的早泄

仅需 1疗程（2盒）便深度脱敏从此拥有收放自如，随意

控制的性持久力。 如果你想细致了解该产品的功能，可

拨打我市咨询电话 0731-82500531了解详情， 本版下

方指定药房有售；市内免费送货。

神奇藏药

只需 3分钟

锁住早泄

不是美国“伟哥”， 因为它不是

西药， 只是来自神秘南非的一种特

殊食品;被尊称为“南非伟哥”的绵体

白金， 因为它解决勃起障碍比伟哥

更快，还能促进器官再次发育;全球

销量与伟哥不相上下， 却长期被中

国拒之门外， 曾经有中国专家放

言———绝不能进入中国的东西。

谈起南非伟哥， 北京某著名制

药企业老板孙总满脸写满遗憾：“早

在 2003年我就兴奋的展望： 一旦南

非伟哥进入国内， 将迅速抢占中国

80%的补肾市场，甚至超越伟哥。 但

是却遭到大部分专家的强烈质疑”。

为什么对南非伟哥的审查难度

超过了当年的伟哥？ 专家们到底在

顾虑什么？

孙总说，当年中国专家们明确提

出了四点反对引进的理由：

1、 起效速度太快。 南非伟哥事

前半小时服用就能坚硬勃起， 解决

时间短、力不从心等问题。 但是中国

人身体能否承受这么快这么久？ 一

旦冲击国内市场， 传统补肾产品和

企业如何生存？

2、 南非伟哥风靡世界的最大优

点是显著促进器官再次发育。 但是

有一个致命弱点———增大增粗后即

使停用也无法恢复。 这意味着一旦

过量服用，后果可能很严重。

3、 南非伟哥是纯天然食品，不

是西药， 效果快没有副作用———但

有可能让人误解是速效壮阳食品，

滥服滥用、无限制增强男性机能。

4、 部分欧洲人权专家曾经指

责： 非洲男性超强生理机能完全得

益于南非伟哥， 也助长了很多国家

一夫多妻制度， 与中国传统严重冲

突。

合法绵体白金被拒之门外，“私

货”却在广东、福建逐渐形成黑市交

易市场，假冒伪劣泛滥，引起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

为了彻底打消专家的顾虑，南

非公司做出书面承诺： 绵体白金对

勃起障碍和器官短小有特效，与“温

补肾亏”的产品不同。在 06年北京中

非合作论坛上， 南非卫生官员也公

开声援：“南非绵体白金，品质与我们

的钻石一样优秀！ ”

迫于内外形势的要求，2008 年

召开的第 11 次专家评审会终于决

定：独家授权全球知名营养品生产商

华黎士公司在中国生产销售绵体白

金。但只允许 19至 60岁勃起障碍和

器官短小者服用； 禁止健康人无限

制提高男性机能； 心脏病患者禁止

服用。

国内男科权威、 北医大李正兴

主任指出：南非伟哥医学名称为“绵

体白金”，这是原伟哥研发专家为了

攻克药物伟哥的致命缺点， 定向开

发的最新成果。 也是全球首个“专业

专治”天然功能食品，其主要成分是

从南非拟黑多刺蚂蚁中提取出 PDF

活性蛋白肽。 深得各国男科专家的

鼎力推荐。

李主任解释， 绵体白金服用一次

持续时间长达 3天，并且毫无副作用，

仅凭这两点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但

科学家们真正满意的是， 当海绵体补

充足量绵体白金后将显著增大增粗，

即使永久停服，照样快速坚硬勃起。这

意味着只需 6盒， 器官短小和勃起障

碍将有望得到解决。 ”

厂家申明：无效退货

为了深入贯彻相关主管部门的

严格要求， 确保每一位患者 100%有

效，绵体白金生产商华黎士公司现正

式公开湖南地区订购服务专线

0731-85280711，请自行咨询，上市

推广月期间， 电话订购有更多优惠！

（厂家承诺：自购买之日起 3天内，服

用无效一律全额退货退款。 ）

绝不能进入中国的东西？！

本版产品指定经销：

长沙：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

五一路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

南门口大药房（原好又多药号）

东塘星城（养天和）大药房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

火星镇楚济堂大药房

红星步步高楚济堂大药房

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

东塘平和堂药号

星沙：旺鑫大药房 宁乡：开发药号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

浏阳：仁济药店（北正中路 43号）

株洲：贺嘉土健康堂大药房（建设路浩

天宾馆斜对面） 平和堂药号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

（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院旁）

岳阳：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

常德：战备桥大药房（战备桥红绿灯旁）

晶华大药房（桥南汽车总站）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市财政局旁）

涟源心健大药房

（光明山市政府对面）

新一佳超市康熊药柜

郴州：同德堂大药房

（人民西路店、燕泉广场店）

这个“洋药水”有点怪

皮肤顽癣好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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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小药水真怪，我多年的老顽癣好得咋这么快！ ”近日，一位姓宋的老

伯打进蓝顶热线讲述他使用“洋药水”后的康复经历。 原来，大伯患皮肤病

有几十年了，各种方法都用过，也解决不了问题。 在使用了儿子给他买的一

种叫“blue cap”的进口小药水后，就没再痒过了，面积越来越小，也不裂口

了，没过一个月新生皮肤逐渐恢复正常色泽，看势头完全可以去根了。

几十年的顽固皮肤病，没想到这么快就好了。 宋老伯感觉心里七上八下

的，不知道该感谢，还是该怀疑？ 虽然蓝顶价格有点高，但康复的速度惊人，比

起以往花的冤枉钱来讲，还真值得！所以谨慎的老先生特地拨通了湖南“蓝顶”

服务热线 0731-85280728了解这种药水。

85280728

全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湖南咨询订购热线：0731-

买 赠

2

1

使用无效，分文不要

“洋药水”，国际商标 blue cap，中文

译名“蓝顶”，由欧洲三大实验室之一的

EK实验室研制，西班牙马德里 catalysis

制药公司生产。EK实验室

认为 blue cap 是 50 年难

得一遇， 拒绝向任何国家

出售专利配方及技术。 我

国花费 5亿重金， 只取得

进口销售权。到目前为止，

在药监局存档备案（即官

方途径）中，蓝顶是我国皮

肤病治疗领域唯独一个原

装进口产品。

100%原装进口

使用无效 分文不要

央视解密：

进口“洋药水”重症顽癣一次治好

这种叫做 blue cap （中文译名：蓝

顶）的洋药水，诞生于世界三大实验室

之一的西班牙 EK实验室。 在引入国内

后，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庆医科大

学、武汉同济大学联合进行了多中心临

床测试，数据表明：蓝顶喷剂止痒快、止

屑快、无沉着，能有效抑制角质异常增

生，杀死皮癣真菌，并激活免疫细胞，使

溃烂皮肤快速修复。 使用后当天止痛

痒，3 天止脱屑，使用 10-15 天，板硬干

厚、粗糙、皲裂皮损面变薄、变软，溃疡

糜烂愈合，鱼鳞消退，恢复正常颜色。 一

般患者 2个月内，即可告别皮肤顽癣。

我国央视十套《科技之光》栏目也

在第一时间对“蓝蝣素”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特别介绍， 相比任何传统用药，蓝

顶具有成分独特、治疗彻底、安全高效

三大优势：

火山奇虫入药：蓝顶的核心成分提

取自西班牙加纳里群岛的火山蓝蝣黏

膜层，具有极强的生物活性。 进入皮肤，

迅速转化成免疫 T细胞，恢复皮肤正常

代谢，角质异常增生完全消除，脱皮、痛

痒、红肿、溃烂全面好转。

防止反复： 蓝蝣素快速渗入真层

皮， 与皮肤原有细胞形成免疫应答，转

化成皮肤免疫 T细胞，止痛痒、止脱屑、

抗复发。免疫 T细胞可在皮肤内存活五

年以上，真正做到一次祛除，五年不犯！

超安全： 欧洲最权威的 EOD无激

素测试中心鉴定：蓝顶不含激素和有害

化学成分，并在说明中明确标明“妊娠

期和哺乳期妇女可以正常使用”， 安全

标准达到国际领先。

为什么进口蓝顶能做到

安全治愈皮肤病防复发

现代医学发现：皮肤顽癣是皮肤基

因变异，免疫 T 细胞大量减少，导致皮

肤免疫缺陷及代谢紊乱。 西班牙 EK实

验室是专门致力于干细胞科研的权威

机构， 他们发现， 通过人体万能细

胞———干细胞的活体移植，能够改变人

体皮肤免疫基因， 大量增殖免疫 T 细

胞，从而彻底治愈皮肤顽症。

经过大量科研， 科学家在西班牙

加纳里群岛的火山蓝蝣黏膜层提取出

一种活体细胞———蓝蝣素（作用等同

生物干细胞），蓝蝣素作用于皮肤患处

后， 会迅速转化成皮肤免疫 T 细胞，

数量达到甚至超过健康人皮肤内的含

量，重建皮肤免疫，调节皮肤代谢。 令

人欣喜的是，这种免疫 T 细胞能够在

皮肤中存活五年以上。 蓝蝣素活体细

胞移植，能够快速消除表皮病状，痛痒

消失， 红肿消退， 经过几个周期的治

疗，皮肤免疫和代谢就完全恢复正常，

不再脱屑，溃疡愈合，病状完全消除，

且五年不复发。

正是如此， 蓝顶获得欧洲 12国 43

项专利，畅销全球 78个国家。

为普及进口蓝顶，西班牙 catalysis 制药

公司决定出资价值 1000万欧元的试用品，

惠及我省皮肤病患者， 即日起到 7 月 17

日（仅限 7 天） 购买 2 瓶蓝顶即可获赠 1

瓶（30ML）。凡是通过电话订购者如果试用

无效，或是有任何不良反应，即无条件全额

退回 2瓶货款，一诺千金，说到做到。

激光、液氮冷冻或腐蚀等治疗湿疣、疱疹，无法

完全防止其复发。 最近， 由西班牙凯他利丝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专业治疗疱疹、 湿疣的产品

“GLIZIGEN喷雾剂”（中文译名：蓝波），已获卫生部

批准进入中国。 蓝波是国际上治疗湿疣、 疱疹及粘

膜、皮肤感染的特效产品，主治：湿疣、单纯性疱疹、

带状疱疹、阴道念珠菌病 Y 及人乳头状瘤、生殖器

疱疹、复杂龟头炎等：

★囊括欧洲 12国 43 项国际专利，拥有 83 个国

家，340万康复者验证口碑。

★已通过欧洲 EOD 无激素检测中心、 美国

FDA活体检测 100%无激素。

★全球首个实现治疗（HPV）30 分钟快速见效、

愈合无复发的非口服类喷剂。

每天在感染位置喷敷 3-4 次， 根本病情使用

5-7 天。 针对顽固持续化的病情， 治疗期可延长

10-15天。 本品人性化设计，每盒特备 2 种喷嘴；体

表、体内及男女均可方便使用。

100%欧洲原装进口 天然、安全、有效、不复发

“蓝波 ”与国内药物相比具有治疗迅速、无痛、彻

底、 安全等优势，2 分钟内杀灭有害病毒； 经美国

FDA6年两千例跟踪几乎无一复发。为帮助患者早日

康复，西班牙凯他利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决定：蓝波

在中国上市推广月期间实行买 2 送 1 的优惠政策

（截止 7 月 15 日，仅剩 4 天），有需要的朋友不防拨

打 0731-82662203体验一下西班牙进口“蓝波”，你

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现病毒被彻底清除。

疱疹、湿疣

回家治

仅需一喷悄悄好

问

药

专家指出：鸡眼、硬皮、老茧，多发于手和足

是最易被忽视的疾病， 而手脚映射全身所有脏

器，出现鸡眼、硬皮使脚部经络血液循环不畅，严

重危害人体健康。 往往患者也不太当回事，目前

又没药可治，疼的时候只得强忍。

“仁青甘露千足液”由多位著名藏医学专家

在原《足茧消》配方基础上，加入数味经典藏药

祖方共同历时五年独创研制而成。 它是一种纯

天然动、植物活性提取物的组合液（沙棘籽油、

西藏火蚂蚁、 高原纤腰蜘蛛等十七味藏药组

成），能迅速穿透脚部 0.8厘米死皮、肉垫、硬茧，

平衡皮下营养和水分，抑菌清毒，使之与正常皮

层自然分离，起到无痛消除鸡眼、脚部肉刺、死

皮、硬茧的特殊作用。使用“仁青甘露千足液”在

3-7 天左右使鸡眼、脚垫、硬皮等不疼自然脱落

消失， 恢复脚底健康、 完美。 详情可咨询

0731-82500535；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有售；

全省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免费体验：植物纤体精油

又到夏天了，突然“三多”；美容院里多了减

肥的客人、健身房里多了挥汗如雨的女性、减肥

品柜台前多了不问价钱的“豪客”……原因只有

一个，在一个难得展示身材的季节，谁也不原意

被比下去，可是：吃减肥药，会损害肝肾和心脏，

易反弹；喝减肥茶：腹泻拉肚子，会造成内分泌失

调；节食减肥：易产生厌食症，甚至会危及生命；

吸脂减肥：费用高风险大，后果不堪设想。

到美容院减肥太贵，买减肥药服用又害怕有

副作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与传统减肥药相比

较，一种突破传统减肥极限，只要睡觉前往肚脐

上滴三五滴，躺在被窝里就减肥的懒人外用靶向

减肥产品深受欢迎，已成为 20至 45岁的时尚女

性和年轻白领减肥瘦身的首选：

“每天晚上睡觉前，用椰色果滴在肚脐抹一

抹，才一个星期，腰围就减了四厘米，连去年结婚

前的裤子又能穿了！ ”一网络公司的尚女士更是

深有感触。 “以前，我可没少吃减肥品，腰和肚子

没减下来，倒差点把胸脯给减没了！椰色果，用着简

单还不减胸，效果好极了！ ”王女士说她是椰色果最

大的受益者。

据了解，这种外用靶向减肥产品名为椰色果

纤体精油，是马来西亚美度植物纤体研究中心最

新研发的纯植物纤体精油，不吃药、不打针、不头

晕、不乏力、不过敏！ 每晚只要给肚脐上滴几滴，

用能通过全身的微循环系统靶向瘦脸、 瘦腿、瘦

臀、瘦臂，以及消除妊娠纹、减肥纹、收紧小腹肌

肤，其产生的运动作用 10天就能减掉 20斤脂肪,

这种方法已取代传统减肥方法，成为今年最热的

减肥方式！。 坚持使用，可使腰腹纤瘦、肌肤紧致，

再现妙龄曲线、靶向瘦身不瘦胸，安全、无副作

用。 目前，为让更多爱美女性苗条过夏天，厂家特

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在 7月 10日前，每日推出 30

套特惠椰色果植物纤体精油疗程装供爱美女性

体验，对于订购产品的顾客，承诺 7 天无理由退

货服务。 详情可咨询：0731-82662851，本版下方

指定药房有售，全省免费送货！

藏医奇方：6天除掉鸡眼、硬皮

便秘新疗法：喝油

一种全新的“油疗”治便秘，得到证实，每天只需喝点

“油”，无论是三十几年的顽固性便秘，或者泻药依赖性便

秘、老年习惯性便秘、大便干结、排便乏力等症状，第二天就

能见效。“油疗”治便秘，是近期的热门健康话题，短短三个

月，各大城市都出现一股“油疗”治便秘热潮。 目前，全球已

有超百万中老年人，通过“油疗”告别便秘痛苦。

北京司法局一位退休领导便秘病史 20多年， 一直

靠泻药维持，严重时还要到医院洗肠，服用过多种便秘

茶、硬胶囊、贴剂，最后改用“油疗”，第二天排便滑溜溜

的，真像抹了油，不像以前用泻药撕拉撕拉的疼。 上厕所

不到 3分钟，开始几天排出的是恶臭的黑油渣便，后来排

的都是软乎乎的金黄色的香蕉便，晚上也能睡了，食欲、

血压也有明显改善。

“油疗”治便秘，源自印度古方，是印度名医特立古纳

总结的一个方剂，从何首乌、枳实、芦荟、芝麻等天然植物

中秘炼出超浓缩的植物精油。 现已证明，这种植物精油，

不但是天然的滋养肠道的营养剂，还有无与伦比的溶解

干硬宿便的作用， 能把隐藏在肠道褶皱里的干硬宿便，

溶解、稀释，软化、分解成黑糊糊的油渣便，排出体外。

以往泻药，单价便宜，但是长期服用，一年好几千，

改用油疗后，一次康复不再服药，几百块钱，甚至几十

块钱就能告别便秘。 这种油剂经过现代科技提取后，制

作成软胶囊（商品名：通秘油），价格便宜，服用方便。 现

上市推广，还有“买5 赠 1，无效退款退货”活动（活动仅

限 3 天）。 详情可咨询：0731-82662863，本版下方指定

药房有售；全省免费送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