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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进入中国的东西

眩晕：就是小中风

目眩和头晕二者在医学上统称为眩晕， 主要是由

于某种疾病导致脑组织得不到正常的血液(或氧)的营

养供应而出现的控制身体平衡系统的脑神经功能发生

紊乱，眩晕对人体的危害极大，如不及时治疗，脑组织

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很容易引起脑血栓、脑溢

血、痴呆症、甚至脑猝死等。

眩晕症病在表面，根在内部，大脑供血、供氧不好

是产生眩晕的根本原因，外用疗法和药味少，不能根除

病症。 由兰州佛慈制药独家生产新药“定眩丸”是专治

各种眩晕症的良药，能对人体“肝、心、脾、肾”进行全面

调理，明显增强人体的造血功能，改善血液品质，降低

血液粘稠度，提高血液携氧能力，从而保护和修复受损

的脑神经，阻止重大疾病的发生。使脑组织在每时每刻

都能得到充足高质量的血液和氧，所以“定眩丸”对各

种疾病引起的眩晕症都有疗效，尤其对西医诊断为“美

尼尔氏综合症、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贫血、植物神经

紊乱、更年期综合症、颈椎病、腰椎病、脑震荡后遗症、

化学物品中毒、脑动脉供血不足、眼屈光不正、劳累过

度”等引起的“眩晕症”具显著疗效。 而且眩晕患者常伴

有的心惊失眠、耳鸣耳聋、手面麻木、潮热盗汗、痰多胸

闷、恶心呕吐、神疲倦怠、面色苍白、头疼健忘、易躁易

怒、腰膝酸软、肢体震颤等症也都能得到治疗。

“定眩丸”18味纯中药制剂，对人体无毒无害、无依

赖性。一般眩晕患者服药后 3-5天见效，服药一疗程见

明显效果，巩固一疗程，头晕、眼花、手足麻木等症状可

完全康复，永不复发。 经七家医疗单位 320例患者临床

治疗验证， 对各种原因的眩晕症发作期及重症患者疗

效尤为明显，总有效率达 97%，该药本版下方指定药房

有售， 全省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专家热线：

0731-8528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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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cap”

一瓶“洋药水”

终结皮肤病

今日聚焦

湿疹、皮炎、皮肤顽固瘙痒等各

种皮肤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我国

在这方面的治疗一直相对滞后，传统

口服药对肝肾、血细胞及内分泌系统

伤害严重，外用药多以皮脂类固醇激

素为主，治疗不彻底，易反复。 据了

解，为改变现状，我国已从西班牙原

装引进一种神奇的洋药水，将逐步取

代现有用药，成为皮肤病一线产品。

“洋药水”治顽癣 5年不犯

这种皮肤病洋药水名叫 BLUE�

CAP，中文名叫“蓝顶喷剂”，来自西

班牙 EK实验室，其核心成分提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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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痛痒、止

脱屑、抗复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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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 T细胞可在

皮肤内存活五年以上，真正做到一次

治愈，五年不犯！

蓝顶是我国目前唯一原装引进

的皮肤病外用产品， 采用喷雾剂型，

避免了口服药对肝肾的伤害，以及外

用擦剂对皮肤患处造成的机械性摩

擦再损伤，使用方便，见效快。

蓝顶喷剂不但是目前全欧洲最

有效的产品， 也是唯一通过欧洲

EOD无激素测试的生物制剂， 用后

不会对皮肤造成任何副作用。并在说

明中明确标明“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

可以正常使用”， 这一安全标准远超

纯中药制剂。

28天除顽癣“洋药水”挺进央视

我国央视《科技之光》曾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特别介绍：蓝顶喷剂除安

全、有效外，其无菌净化、纳米提取、

真空灌装等多项技术荣获欧洲 12个

国家 43项专利。 蓝顶喷剂引入国内

后， 在第一时间由四川大学华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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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顶喷剂作用于人体皮肤后，能

抑制角质异常增生， 杀死皮癣真菌，

并激活免疫细胞。 使用后可立刻止

痒，3-4天后死皮开始脱落， 破损面

积缩小，瘙痒消失，使用 10-15天后，

板硬干厚、 粗糙皲裂的皮损面变薄、

变软，溃疡糜烂愈合，鱼鳞消退。一般

患者 2个月内，即可告别皮肤顽癣。而

事实上，许多患者在治疗 7天后，就已

经出现大幅好转，有效率达到 83%，数

据非常惊人。一位专家感叹说：“blue�

cap 虽然是外用品，但却可以做到防止

复发，就是 30年以上的重症皮肤癣患

者，一样可以迅速恢复。 ”

100%原装进口使用无效分文不要

蓝顶在欧洲使用近 10年， 已有

近 2800 万皮炎、湿疹、手足癣、老顽

癣患者摆脱病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功，其“药到病除”的神奇疗效，临

床医生甚至感叹，比激素还快，安全

性更高。 据了解，目前我国各类皮肤

病患者已超过 8000万， 为普及进口

蓝顶， 西班牙 catalysis制药公司出资

价值 1000万欧元的试用品， 惠及更

多皮肤病患者， 即日起到 7月 31日

（仅限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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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皮肤病患者

可拨打 0731-85280728 咨询订

购， 或到本版下方指定药房购买，全

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本版产品指定经销：

长沙：东塘星城（养天和）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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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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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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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钟锁住男人早泄

我国首个专治早泄、唯一清晨给药、脱敏根治的藏药已问世

你还在乱服药物吗？

现在，各类补肾广告铺天盖地！早泄补肾？北

京协和医院著名男科大夫曹简笑着告诉笔者，方

向错了，部分男性生殖器神经较脆弱，在前列腺

炎、手淫等外因刺激下极易分泌过敏酶，令生殖

器异常敏感、易兴奋勃起，连续抽动时容易射精

形成早泄。 所以说，早泄病根是神经太脆弱，而补

肾解决的却是无法勃起、阳痿病根是肾虚。

医学研究表明：部分男性生殖器前端神经

较脆弱，在前列腺炎、自渎等各种外因刺激下极

易分泌过敏酶， 令生殖器前端异常敏感、 易兴

奋，从而导致两性生活时间过短。 男性时间短，

不能自如控制，就不能使伴侣满意，长此以往给

男女双方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以致家庭

破裂。补肾产品在全国有上千种，而国家批准脱

敏根治早泄的却只有一个--仁青甘露锁龙液。

被称为【延时神露】的仁青甘露锁龙液，它是国

内唯一专治前列腺、手淫和衰老型体质等各种

早泄的产品，该产品不需口服，无肠胃刺激，无

肝肾损伤，安全、经济、可靠。 当天见效，一至两

个疗程就可以使男性随意控制时间长短，释放

自如，夫妻生活和谐、完美！

神奇藏药 3分钟锁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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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钟的一般早泄仅需一个疗程均可提高男人射

精阀值，自然延长男性耐受时间，改进夫妻生活

质量。

仁青甘露锁龙液的另一独特之处， 是清晨

给药， 我国著名的藏药研究基地青海省黄南藏

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中心的藏医大师噶玛教

授告诉笔者，早泄在藏医中属于夜病，锁龙液选

在太阳初升， 男性体内阳气上升的清晨给药不

仅符合藏医夜病晨治的原则，效果也最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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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生活协调，前列腺类型、手淫型、衰老型等

早泄轻的一疗程、中度的两疗程即可。

用锁龙液，让夫妻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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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锁龙液中植物因子能清除男子包皮

污垢，防止包皮污垢导致男性生殖器癌变，强力

杀灭革兰阳性及阴性菌，化脓性链球菌、淋球菌

等生殖器有害病毒， 阻止通过夫妻生活使细菌

进入女性体内， 降低和杜绝妇科疾病及性病发

生。

特别提醒：作为我国经卫生部门鉴定、专文

确认有脱敏治疗特效的仁青甘露锁龙液， 现已

在全国各地热销，受到广大消费者一致好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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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体验推广月

买 2 赠 1

活动进行中…

激光、液氮冷冻或腐蚀等治疗尖锐湿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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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湿疣的产品“GLIZIGEN喷

雾剂”（中文译名：蓝波），已获卫生部批准进入中国。 其核

心成份是植物甘草提取的一种特殊成份RVT， 利用高速

离子对撞技术，生成的新分子结构化合物；把它喷涂于患

处及周围，能强力渗入皮下，高强度、大面积、高深度的对

尖锐湿疣、疱疹病毒进行杀灭，防止死灰复燃。

“蓝波” 喷雾剂是目前国内批准的专治尖锐湿疣、疱

疹的唯一进口产品；在治疗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复杂龟

头炎、非特异性阴道炎、扁平疣等方面与国内药物相比主

要具有治疗迅速、无痛、彻底、安全等优势，只需轻轻一喷，2

分钟内杀灭有害病毒；对皮肤和呼吸道粘膜无任何刺激与

毒副作用，不产生溃疡，手术后使用能杀灭剩余有害菌！ 经

美国 FDA六年 2千例跟踪几乎无一复发， 凭借高端品质

和完美功效， 现已成为针对泌尿感染名符其实的一线产

品。

100%欧洲原装进口 天然、安全、有效、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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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 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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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疱疹、湿疣

这样治

效果好 不复发

最近便秘患者爱上一种新发明，专攻多年“石头

便”、“堵塞便”。 有市民爆料，说一个 20 多年的老便

秘，用了这新发明后，第二天一早就排出一大堆黑乎

乎的宿便，现在人家排便就像抹了油，滑溜溜就排出

水分充足的“香蕉便”，连两分钟都不到，别提多爽了！

原来，这种新发明是一种通秘油，成分极其简单，

主要有枳实、芦荟、芝麻油和水，但通便效果却好得出

奇！ 一位 75 岁的患者描述：“前一天吃上通秘油，第

二天早晨比平时早起了半个小时， 肚子里咕噜咕噜

响，起床后直奔厕所，不到三秒钟，‘扑通！ 扑通’就痛

快排出老宿便，小肚子一下子瘪下去，轻松！ 捏鼻子

一看，呵，黑乎乎一大堆！ ”

肠胃专家李明教授介绍，“油剂天生具有强大的

润肠通便的能力，一滴油滴在水上，会形成一层油膜，

通秘油类似这个原理，当通秘油进入肠道后，会在肠

道内壁形成一层油膜，能促进肠道蠕动，并有润滑作

用，同时还能阻止水分被肠道吸收，避免形成干硬宿

便；另外，通秘油还能软化、分解肠道内残留的食物残

渣、宿便，排出体外。 ”

日前通秘油已在我省试销，很多老便秘用后，惊

喜不断 --

“现在我

每 天 只 需 吃

3.6 克通秘油，

就能痛快排出

' 香蕉便 '，浑

身轻松！ ”“排

便通畅， 小腹

不再涨的难受

了， 眼瞅着平

了、软了……”

“宿便没了，皮

肤好了，色斑也淡了！”“通秘油没依赖性，现在都停用

俩月了，便秘一直都没犯过。 ”

此外，便秘朋友若有任何关于便秘的问题，都可

拨打我们的专线 0731-826628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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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秘油价格便宜，服用方便。 现上市推

广，还有“买 3 赠 1，无效退款退货”活动，本版下方

指定药房有售；全省免费送货。

藏医奇方：

6天贴掉鸡眼、硬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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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免费

送货，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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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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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用一次持续时间

长达 3天，并且毫无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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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