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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治疗，反复发作，母女一起求助结石通茶

一 个 保 住 了 胆 ， 一 个 保 住 了 肾

6 月 23 号， 感人的一幕出现在平和堂药

柜五一路店，一对母女在家人的陪伴下，给结

石通茶送来了感谢信和锦旗。

原来，家住芙蓉区文艺路的赵女士和母亲

刘阿姨这对母女双双都患有结石，刘阿姨是胆

结石，赵女士是肾结石。 饱受结石折磨的两个

人，服用结石通茶，两个疗程就彻底清除了体

内的胆结石和肾结石， 如愿的 " 躲过 " 了手

术，还保住了胆囊和肾脏。

据赵女士的老公说， 两个人得了这结石

病，前前后后大概有快 10 年的时间了，女儿做

过三次 " 体外冲击波碎石 "，母亲做过穿刺引

流手术。 但是都因排石不彻底，老是反复在发

作。母亲疼的时候，肠子像被扯断了一样，绞着

疼，浑身都是汗、到处打滚；女儿也痛苦，不但

从背部疼到大腿根部， 而且小便还出不来，又

憋又胀，甚至有时还有血尿。 家里人看了都难

受，真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分担点。 今年过完年

带母亲去检查，医生说胆里面的结石已经长满

了，最大的都超过 3cm 了，女儿的肾结石有几

颗已经开始位移， 极有可能造成尿路的阻塞，

形成肾炎，损害肾功能。医生建议再次手术，母

亲听说要把胆囊摘除， 可能还有很多后遗症；

女儿的肾结石也不能保证不再复发，手术还可

能直接损伤肾脏，两人说啥也不愿意再手术。

就在母女两人都在为自己的结石一筹莫

展的时候，刘阿姨的老公赵大爷从药店给二人

买回了结石通茶。 服用当天，两人的疼痛状况

明显减轻，可以下床走动了；三天，赵女士的尿

里面的血色就明显降低，排尿也顺畅了。 刘阿

姨在使用第二天就愿意吃饭了， 口臭也没有

了。一个疗程下来，母女俩去检查，赵女士的肾

结石基本排清了，赵阿姨最大的那块胆结石也

缩小了一半还多。

六月初，停药已经一个多月的两人又去医

院做了复查，一切正常！于是，母女俩怀着最朴

素的感激，亲自给药店送来了锦旗。 这结石通

茶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

中华老字号结石通茶

胆肾结石、肾炎水肿，一喝见效

中国广西是世界公认的一个结石高发地

区，但是该地区生活的人却很少去医院接受碎

石手术治疗。 其原因是什么呢？

地处中国西南的广西，阳光和降水都比较

充沛，生长在这里的药材要比在其它地方生长

的药材药效更好。结石通茶中最主要的去结石

药材广金钱草就只产于广西、 湖南和广东，尤

以广西最优。 此药再配以玉米须（利尿，平肝，

利胆）和金沙藤（治湿热肿满）可以快速作用于

体内胆肾结石，使之碎裂瓦解，随大便和尿液

排出体外；加上鸡骨草（解毒，疏肝，利胆）、茯

苓（利尿，消肿）、石韦（通淋止血）、白茅根（清

热消肿）、车前草（治血尿，补五脏）五位药材的

完美组合，达到消除胆肾结石，缓解结石带来

的绞痛，血尿，水肿等一系列并发症，还胆肾结

石患者健康。 该方上市不久，就因为其安全独

特的疗效被国务院授予中华老字号经典国药。

每天一杯茶汤

20 天解决胆肾结石、肾炎水肿

得了结石， 医院最常用的治疗方法是"体

外冲击波碎石法"。 采用这种方式碎石，病人要

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因结石排出不彻底容易

复发，并给胆囊和肾脏造成二次伤害。 由广西

梧州制药生产的结石通茶， 采用中药治疗法，

每天只需一杯茶，3 天内，缓解疼痛；7 天，排便

排尿顺畅；15 天，血尿消失；20 天，彻底排除结

石，修复初期胆肾受损，标本兼治。我省患者在

上市特惠期间可享受买 8 赠 2优惠。

结石通茶全省经销地址：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东塘

楚仁堂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药品柜、侯家塘新一佳药

柜、东塘星城大药房、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东塘平和

堂药品柜、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火车站楚明堂大

药房、火车站仁寿堂药号、王府井大药房、南门口大药

房（原好又多药号）、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黄金

海岸楚明堂大药房、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井湾子新

一佳崇源堂大药房、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火星镇楚

济堂大药房、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东风路楚仁堂汽

车城店、汽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河西枫林路楚济堂

大药房、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长沙县： 榔犁九芝堂大药房 星沙： 旺鑫大药房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 宁乡：神洲大药房 浏阳：

钰华堂大药房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河西炎帝广场人民

药店、株洲平和堂药号 礼陵：心连心大药房 攸县：

和协大药房 茶陵：阳光大药房（中天大酒店旁） 炎

陵：益康大药房 株州县：渌口人民药店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

长青药号西站店、长青药号宝塔路店、泽仁堂（潇湘宾

馆对面）

岳阳：你好大药房、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湘阴：江

东大药房 汨罗：济仁堂大药房 华容：益康大药房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医院旁）、江东

国泰药房（广东路口湘江宾馆旁）、千方百剂药房（和

平北路原金鹏超市斜对面） 南岳：庆一堂药店（独秀

西路 192 号）、百姓缘评价药房（南街 37 号） 衡山：

国草堂大药房 （县人民中路 42 号花鼓剧院斜对面下

行 100 米） 衡东：诚信大药房（鑫东宾馆旁） 祁东：

洪诚大药房 （横马路车站街 9号建设银行旁） 耒阳：

广济堂大药房(千惠超市一楼)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步行街西侧）、战备桥大药

房（战备桥红绿灯路口） 临澧：安济堂（朝阳市场店）

石门：步行街大药房 澧县：好心人大药房（步步高二

楼） 津市：春天大药房 安乡：麒麟堂药店 汉寿：福

春堂大药房 桃源：正康大药房（邮电局对面）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 桃江：康

泰大药房 安化：益汉大药房各大连锁 南县：老药工

大药房 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 69 号第一人民医

院前 50米） 资兴：步行街大药房 永兴：仁济药房(南

大乔兴) 宜章：福寿康大药房（汽车总站对面）

娄底： 新一佳超市康熊药店 橡果国际 涟源：市

政府对面心健药房 冷水江：新天地大药房 新化:大桥

药店 双峰：新华联旁永济堂药房

怀化：东方大药房

邵阳： 时珍大药店 （宝庆中路中心医院斜对面）

邵东：中西药店（解放路 20号） 隆回：敬和药店（大桥

路 48号汽车南站出口旁） 武岗： 南门口中心大药房

（过水南桥 30米）、芳芳药店（迎春亭心连心超市对面）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零陵永

宏大药房（商业城旁） 零陵：永隆大药房 祁阳：百益

药房（人民医院斜对面） 凤凰园：康唯一药房

吉首：博爱大药房 凤凰县：春意大药房 龙山县：

久知堂大药房 保靖县：医药零售总店

张家界：御芝堂大药房 慈利：家和美大药房（火车站

旁）

0731-89850663

结石通茶咨询电话：

我国上市企业：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252）

11日上午，在八一大楼，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

德上将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马伦

就南海问题等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当天下午，中央军委委员、第二炮兵司令员靖

志远在二炮司令部会见了马伦。

美军上将首次参观二炮 解放军总参谋长办公室首次开放

陈炳德：美军南海搞军演极为不妥

近日有消息传出， 一家名为Eagle�Van-

tage�Asset�Management�Limited�的公司确

认参与竞投英国退役航母“皇家方舟号”，而该

资产公司的最终受益人为国美大股东黄光裕。

据称此次有多家公司或组织参与竞投， 结果将

于7月中旬公布。

国美电器副总裁何阳青10日证实该公司的

确参与了本次退役航母的竞购活动。他认为，该

公司竞购航母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商业动作。

作为“无敌”级航母的一员，这艘1985年服

役的“皇家方舟号”长209.1米，宽36米，满载排

水量超过2万吨。 ■据羊城晚报

陈炳德上将11日中午在北京八一大楼与来访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陈炳德总长重点讲到了南海问题，陈总长说虽然美军多次声称无意介入南海争端，但实际上美军已经介入了，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美军先后与越南、菲律宾在南海搞了联合军事演习，在这个时间搞这种演习是极为不妥的。

对于航母问题，陈总长说现在关于中国航母的报道已经很多了，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至于中国会造几

艘航母，中国领导人现在还没有决定，如果决定了，会告诉媒体的。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美军与越菲近期军演极为不妥

黄光裕旗下公司

竞购英国退役航母

7月11日，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在八一大楼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马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新加坡媒体报道称，马伦此访受到了中方的高

度重视。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此前表示，中方

将给予马伦一行“较高规格的礼遇和热情友好的接

待”。

报道称，马伦率领的39人代表团在华的4天里，

将访问北京、山东、浙江等地。在此期间，最受瞩目

的是他将被安排参观二炮一线作战部队的武器装

备，并成为第一位参观中国军队第二炮兵武器装备

的美军高级将领。中国二炮部队负责管理可搭载核

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

■综合法制晚报、新京报

美军高级将领 首度参观二炮

外媒关注

“过招”摘录

10日下午，马伦在人民大学世纪馆演讲后的互

动过程中与该校师生“比拼”睿智与勇气，演讲现场

俨然成为双方“过招”的“竞技场”。

马伦此行恰逢美、澳、日三国在南海海域进行

军演。就此马伦在接受学生提问时称，美国不会离

开这一地区，“美国在这一地区几十年来都有部署，

我们只是扩大与加深和这一地区的联系……这一

地区的不稳定会影响包括美国的每个国家。”

马伦称美国不会离开南海

会谈前，陈炳德为马伦举行了欢迎仪式，并陪

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随后，陈炳

德和马伦进行了小范围会谈，就南海问题、美国政

要对华态度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中国军力发展问

题交换了意见。

陈炳德将马伦请入自己的办公室， 他笑言，自

己的办公环境虽然不是很好，但却是首次向外国朋

友开放。

高层会晤

陈炳德办公室 首向外国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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